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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親師座談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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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高一版 

時      間 內          容 地       點 

09：00~11：30 班級親師座談會 
10：20~11：45 

親職講座【選一個適配的未來】 

各班教室(座談) 

科四生涯教室 

(講座) 

【註】未參加親職講座的家長，可留原班參與親師座談會 

高二、高三版 

時      間 內          容 地       點 

09：00~11：30 班級親師座談會 各班教室 

高一親職教育講座「選一個適配的未來」流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主講人 

10:20-10:30 簽到 輔導室  

10:30-10:50 

校長致詞 

美好的未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之學生圖像與班群 

陳明印校長 
教務主任 

陳誌民主任 

10:50-11:10 擇你所愛：課程說明與介紹 
教務主任 

陳誌民 

課程諮詢召集人 

陳欣慧老師 

11:10-11:25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了解學習歷程檔案 

輔導主任 

林本蕙主任 

11:25-11:40 
愛你所擇: 

高一生涯定向輔導 

輔導主任 

林本蕙主任 

輔導教師 

陳詠心老師 

11:40-11:45 意見交流 
教務主任陳誌民主任 

輔導主任林本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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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之經營理念      
陳校長明印 

 
一、前言 

    國立基隆女中是一所擁有 98 年悠久歷史的優質學校，棕紅色的建築依山錯落，新穎的教學

設備，藝術化的學習環境，高效能的行政團隊，學、經歷優的教師教學團隊，全力支持學校的

家長會及校友會做後盾，每個孩子都充滿學習力與生命力，適性發展開展潛能，找到自己的亮

點發光發熱。 

    個人本著『學生適性發展、教師專業自主、校園民主參與、學校發展特色』的辦學理念，

落實推動 108 新課綱，因應考招聯動與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強化教師專業社群成長，彰顯教師｢

共備、觀課、議課｣三部曲的綜效，傾聽老師、學生、家長、地方人士的聲音，走動管理主動發

現問題解決問題，落實｢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行動作為，追求校園永續發展，營造基隆女中

成為一所在地社區優質高中。個人秉持下列辦學方針： 

（一）以學生為學習主體：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推動｢自發、互動、共好｣，從學生的本體觀自主行動出發、以學

生的認識觀溝通互動為核心，達成學生共好的倫理觀社會參與素養的目標。 

 核心素養有 9 項，分屬 3 個面向： 

       「自主行動」面向，有以下 3 項核心素養： 

         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溝通互動」面向，有以下 3 項核心素養： 

         4.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5.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6.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社會參與」面向，有以下 3 項核心素養： 

         7.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8.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9.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二）以教師為教學重心： 

    推動教師｢共備、觀課、議課｣三部曲，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落實素養導向教學，

增進學生素養。讓每一位老師都能快樂的教學，發揮教育愛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關懷學

生、熱忱奉獻、專業成長、團隊合作、活化創新、卓越教學。 

（三）行政是學校的動能 

    讓行政作好品質管理與知識管理，提升行政效率。帶領行政研究創新、主動服務、積

極任事、圓融的行政溝通，讓行政團隊成為一個學習型組織，共塑學校願景。在尊重和諧、

共同參與、主動服務、彈性機動下，講求效能，傳承優良校風，全校一家，展現特色。 

 （四）家長是教育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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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異的辦學績效，讓每一位家長都能放心把孩子交給學校。學校獲得家長的信任支持

後，親師合作，同心協力，追求成長。吾人深信，家長是教育的重要夥伴，應使其安心託

付，親師生共同成長。 

（五）社區是學校的資源： 

         讓校園成為社區生活與學習的中心。學校與社區是共榮共好的生命體，應使資源共

享，並引領社區民眾終身學習；讓校園成為社區運動休閒成長的文化保壘，讓社區成為學

校人力與資源的後盾，參與融入、共存共榮、資源共享。 

由於全校的共識與全力合作，學校不但獲得家長的肯定與地方的支持，學生的學習成就表

現受到家長與社會各界的肯定，老師的專業成長教學效能增加，行政在團結和諧前提下更

有效能更具競爭力，未來我們將更大步的邁向國際化，使基隆女中 95 年老校更為卓越，開

創女力的新世代。 

 二、教育理念 

（一） 只要找對方法，沒有不能教的學生。 

（二） 只要放對位置，沒有不能發光發熱的孩子。 

（三） 學生自主學習多元發展，培養國際跨域的能力。 

（四） 全人教育，把每一位學生帶上來，成就每一位孩子。 

 三、學校願景 

實踐「愛美笑力」的校訓，打造基女成為教職員工所認同願意奉獻一生及成就學生令學生

懷念的幸福學校！創造兼具在地化與國際化的「幸福基女優質學校」。 

 四、教育目標 

培育｢基女人｣成為全人格、適性發展，且具備生活力、合作力、行動力、創造力及品格力

等五種帶著走的移動能力的現代公民。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National Keelung Girls’Senior 

High School）英文全文縮寫 KLGSH 為學校發展願景：K（Knowledge 知識），培養具備知識觀、

價值觀、與心靈美學之「生活力」；L（Leadership 領導），重視人際互動、團隊合作與創新應

變，具有「合作力」；G（Globalization 國際），國際理解、領導力、跨域力，具有「行動力」；

S（Science 科學），培養探索能力、讀解力、想像力，並具有策略性思考及科學創造思考，具

有「創造力」；H（Humanity 人文），藝文品德涵養，公益關懷，並能實踐生活力、合作力、行

動力與創造力，增進全人類的「品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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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女力素養」圖像 
 

生活力 合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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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技能 

生活習慣 生活態度 

 生活美學 價值觀 生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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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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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基隆女中數理科技實驗班三年成效與展望 

國立基隆女中校長/陳明印 

一、前言 

    本校為與女力世代接軌，於 107 年成立數理科技實驗班，成為培養女科學家的基地。實驗班的

課程以數理資訊數位學習為核心課程，因此我們與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Microsoft)合作，在本校

科學館打造基隆第一個微軟 AI 雲端教室，教學設備均為互動遊戲式數位學習設備，供數理科技實

驗班的教學、微課程、大師講座、探究與實作及發表等很多課程學習活動都在此未來教室進行，此

未來教室設備，包括 60 台的 VR 虛擬實境頭戴裝置、40 台微軟 Surface 變形平板電腦、50 台數理

學習機等，提供給數理科技實驗班學習使用。實驗班在高一下分為數學組、自然組、資訊組及生活

科技組等 4 小組，進行專题探討課程，除了有原有的各專科教室外，本校在圖書館大樓還特地籌劃

一間「遊戲式學習暨專題研究教室」，供學生探討研究，專题研究教室也備有 40 台的 Chromebook

提供學生使用。 

 

二、特色課程 

    為彰顯數理科技班特色課程，本校特遴聘大學各领域著名教授 

，包括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陳明璋退休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許志農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賴以

威教授、國立台北大學師培中心李俊儀教授、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侯惠澤教授、國立海洋大學周祥順

教授等教授為該班的諮詢輔導教授，每學期都會安排講座微課程分享指導。數理科技實驗班的課程

籌劃豐富紮實、活潑多元，學生適性揚才開展潛能。在 108 課綱下的第一屆數理科技實驗班已經畢

業，不論在特殊選才或繁星推薦都有亮麗的表現，應屆(111 年)畢業班透過特殊選才入學，就有一

半的學生已考上優秀大學，基隆女中是讓學子邁向數理科技的最佳殿堂。 

    本校也積極推動產學合作，目前本校實驗班與台積電(TSMC)文教基金會、鴻海教育基金會及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鄭曜忠教授與科技部動計畫等 3 個產學合作計畫，未來將與國立海洋大學分校

GOX 海洋元宇宙大學(GOXR Metaverse University)進行產學合作計畫，基隆女中已邁向科普女科學

家之路，未來的發展值得期待。 

 

三、結語 

    「未來學學未來」，我們想像未來是量子科技(Quantum Technology)新世代的可能性，科技、經

濟、國力，女力永不缺席。工業 4.0、互聯網、數位經濟、科技國力，是世界先進國家發展的脈動

與趨勢，從 5G、AI、IOT、Big Data、Cloud，到未來的元宇宙(Metaverse)、量子科技(Quantum Technology)

新世代，未來的女科學家們也將躬逢其盛。 

基隆女中在 108 課綱變革實施之際，成立數理科技實驗班，我們邁向「未來學習」，秉持「未來學

學未來」的信念發想，規劃設計數理科技實驗班的「總體課程」，基隆女中正在超前部屬，奠基培

育未來量子科普新世代的女科學家，我們以學生為圓心，以適性學習為半徑，為孩子畫出一個科技

圓，成就學生圆一個女科學家之夢，美少女們，青春有圓夢在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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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工作報告】 

一、112大學入學表現優異 

     截至112.02.15日，本校112年升學(希望入學與特殊選才)共有14位同學上榜，錄取25校

系，感謝高三導師及所有任課教師，詳細榜單如下: 

編號 班級 姓名 O 大學 校系 

1 304 蘇○安 南臺科技大學 流行音樂產業系 

2 305 林○萱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3 308 郭○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4 308 林○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5 
313 林○萱 

國立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6 
313 吳○歆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系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系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系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長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7 
313 張○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系 

國立中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長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8 313 蔡○禧 國立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乙組 

9 313 蔡○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10 313 賴○妡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11 
313 紀○欣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南華大學 資訊工程系 

12 313 林○辰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 

 

13 
314 林○芯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系乙組 

14 314 沈○勛 長庚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二、111學年度師生校內外優秀表現： 

（一）111 年全國語文競賽，312 班陳○焄同學榮獲閩南語朗讀高中學生組【特優】佳績！感謝鄭

惠美老師指導！ 

（二）111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單字大賽北區決賽，201 班翁○敏同學獲得佳作，感謝王富美

老師指導！ 

（三）111 年基隆市語文競賽獲獎名單如下 

項目 名次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閩南語朗讀 高中組第一名 312 陳○焄 鄭惠美 

閩南語朗讀 高中組第二名 214 周○軒 鄭惠美 

閩南語朗讀 高中組第三名 309 林○妡 洪菁穗 

國語字音字形 高中組第五名 201 彭○紗 陳韻竹 

國語演說 高中組第五名 201 陳○儀 蔣葆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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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字音字形 教師組第三名 國文科 陳○竹  

 

 (四)111學年度校內科展競賽獲獎名單 

序號 報名科別 研究主題名稱 名次 班級 姓名 指導教師 

1 
工程學科

(一) 

雞舍 IOT遠端監

控警示系統 
優選 

213 方○宜 
方俊欽、

張仁壽 
213 林○媗 

213 陳○琦 

2 化學 晶心炫目的風暴 佳作 

114 沈○宸 

邱鈺智 114 陳○晏 

114 游○婕 

3 生物 
頻率對斑馬魚行

為之探究 
佳作 

213 吳○芯 

楊雅珺 213 透○辰 

213 盧○伶 

 

(五)111學年度上學期，參加校外專題實作比賽獲獎名單 

競賽名稱 獲得獎項 班級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2022 抗震盃國際邀請賽 耐震獎 213 
盧○伶、郭○萱、

透○辰、鐘○依 
賴美娟 

2022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未來

科技探究與實作競賽 
決賽銀牌 213 

方○宜、林○媗、

陳○琦 

張仁壽、

方俊欽 

第四屆 Tech 農! 科技農業提

案競賽 
佳作 213 

方○宜、林○媗、

陳○琦 

張仁壽、

方俊欽 

萬潤 2022 創新創意競賽 -   
高中職組

銅牌 
213 

方○宜、林○媗、

陳○琦 

張仁壽、

方俊欽 

2022 全國新興科技智慧農

業應用創意競賽  
第一名 213 

方○宜、林○媗、

陳○琦 

張仁壽、

方俊欽 

東海大學主辦「2022 智慧永續

循環技術研討會暨專題競賽」 

高中組金

獎 
213 

方○宜、林○媗、

陳○琦 

張仁壽、

方俊欽 

南臺科技大學主辦「111 學年

度全國高中職學生電資類群創

意競賽」 

銀牌 213 
方○宜、林○媗、

陳○琦 

張仁壽、

方俊欽 

2022 全國大專暨高中職學生

專題實作競賽 
第一名 213 

方○宜、林○媗、

陳○琦 

張仁壽、

方俊欽 

 

恭喜以上所有獲獎同學，並感謝老師們的指導與辛勞。 

 

 

三、111學年度第二學期重要評量期程： 

(一) 第一學期補考：2/14～17 (2/10公告補考名單、考程)。 

(二) 高一競試：2/14、15(二、三) ，考完正常上課；自然科競試訂於 5/22 (星期一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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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三) 高二複習考：2/14，考完正常上課。 

(四) 高三分科測驗模擬考：第一次 2/20(一)、第二次 5/9 (二) 

(五) 111學年第二學期段考： 

第一次段考：3/27～29(一二三)。 

第二次段考：高三 4/27、28(四、五) 

高二 5/8、9(一、二)  

高一 5/10～12(三四五) 

期  末  考：6/28～30(三～五)   

(六) 112年國中教育會考:5/20～21日(六、日) 

(七) 112 年分科測驗：7/12~13(三、四)  

     

四、學生學習成果及畢業等相關規定： 

(一)學生個人學習資料查詢： 

   1.有關學生在校學習狀況可至學校網頁【學生專區】>【成績缺曠】系統  http：

//210.71.56.41/online/ 查詢，帳號為學生學號，密碼為學生身分證字號。 

     可以看見學生的基本資料、德育獎懲、缺曠統計、歷年成績、各式成續查詢。 

      

      【圖例一】 

    

http://210.71.56.41/online/
http://210.71.56.41/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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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例二】 

 
   2.學分取得相關規定： 

     (1)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 60 分以上為及格。不及格之科目，其成績達 40 分者，得於各該學期

申請補考。補考及格者，授予學分，並以及格分數(60 分)計。 

     (2)若學年成績不及格之科目，得申請重修。每學分約 240 元。小提醒：試務組每學期會進行

前一學期的重修意願調查，但並非每科每學期都能達到開課門檻，請同學要保握重修機

會。若高三學生離校時的學分未達畢業門檻，可於兩年內申請延修，重修補足畢業學分。 

     (3)學年學分制：同學年的相同科目可平均計算，若平均及格，則兩學期皆獲得學分。科目名

稱不同或必(選)修不同，雖然是同一個老師教也是不能平均。 

        A.例如：英語文與英文聽講不能進行學年學分平均。 

        B.例如：國語文上學期 50 分(補考也沒過)，下學期 70 分，則全學年平均 60 分，上下學

期皆獲得學分 

        C.例如：數學上學期 50 分(補考也沒過)，下學期 69 分，則全學年平均 59.5 分，未達 60

分，故僅能下學期獲得學分 

      (4)學生缺曠課(含事假)節數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即便老師給予分數，依照法規仍須調整為零分。小提醒：高三考完期末考後的出席時數

仍在全學期教學節數中，若缺曠課(含事假)節數達三分之一者，該科學期成績仍會被調

整零分，可能會影響是否取得畢業證書，請高三同學務必謹慎。 

         A.例如：某 A 科目 1 學分，學期 18 週，則 6 次請事假即零分計算。 

         B.例如：某 B 科目 1 學分，學期 18 週，但遇國定假日 3 次(學期剩 15 週).則 5 次請事假

即零分計算。 

     3.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 17 條，學生於開學日後，無故連續未到校超過七日，

並經通知而未於期限內回校辦理請假、轉學或放棄學籍者，視為休學，學校應附具理由通

知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 

 

(二)學生畢業條件： 

      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與「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定普通高級中學學生畢業條件，摘要如下，所有條件皆須符合，才能

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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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班(含數理實驗班) 高三和高二(學號 9 和 0) 

1.德行評量之獎懲記錄功過相抵未滿 3 大過。 

2.應修習 180 學分。 

3.畢業最低學分數為 150 學分成績及格，其中必須包含 

  (1)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至少需 102 且成績及格 

  (2)選修學分至少需修習 40 學分且成績及格。 

高一(學號 1) 

1.德行評量之獎懲記錄功過相抵未滿 3 大過。 

2.應修習 182 學分。 

3.畢業最低學分數為 150 學分成績及格，其中必須包含 

  (1)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至少需 102 且成績及格 

  (2)選修學分至少需修習 40 學分且成績及格。 

體育班 高三和高二(學號 9 和 0) 

1.德行評量之獎懲記錄功過相抵未滿 3 大過。 

2.應修習 180 學分。 

3.畢業最低學分數為 150 學分成績及格，其中必須包含 

  (1)部定必修一般科目至少須 80%及格 

  (2)部定必修體育專業科目至少須 85%及格 

  (3)選修科目學分至少須 70%及格 

高一(學號 1) 

1.德行評量之獎懲記錄功過相抵未滿 3 大過。 

2.應修習 182 學分。 

3.畢業最低學分數為 150 學分成績及格，其中必須包含 

  (1)部定必修一般科目至少須 80%及格 

  (2)部定必修體育專業科目至少須 85%及格 

  (3)選修科目學分至少須 70%及格 

 

(三)學生獎學金訊息： 

    1.獎學金訊息將不定期公告於學校【招生資訊】>【獎助學金】https://reurl.cc/n75Z81 本校常見

進行的慶安宮獎學金、樸實美生醫獎學金、行天宮獎學金等等，於入學後，由學生主動查閱

網站，自行向註冊組申請。 

    2.學雜費補助 

(1)每學年註冊組會進行學雜費減免補助的調查，原則上上學期家長同意調查後，下學期校

方會沿用上學期的補助身份進行調查。小提醒:調查結果只會有【通過】或【未通過】，校

方無法知悉其他細節。 

(2)若家庭有補助身份的異動，請盡速主動通知註冊組。 

(3)申請免學費補助的資格為年收入 148 萬內，家長另外還可以同時申請特殊身分補助(中低

收，低收，原住民，特境(孫)子女，身障子女等等)。 

(4)家長在申請免學費補助時，可同時參考任職單位的補助，以選定單一一種較優惠的方式。 

(5)每學期都會有【清寒前三名學雜費補助】，各班同學在暑假或寒假上網檢查學期成績時便

可知悉自己的名次。符合資格的學生請主動備妥資料，於時間內繳至文件註冊組。【清寒

前三名學雜費補助】。此項助學金補助 6240 元的學費及 1740 元的雜費(金額將依當年度核

定標準調整)。 

(四)學生學習歷程系統： 

      1.111學年度本校學習歷程檔案上傳日程 

        高一高二 學習歷程檔案上傳日程 

https://reurl.cc/n75Z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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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內容 時間 說明 

高一高二 

課程學習

成果 

學生  

上傳檔案 

上學期： 

112年 3月 2日 

1.每學期至多上傳件數：6件，僅能上傳該

學期有成績之檔案，無法回溯補傳資料。 

2.認證不通過的檔案可在上傳時間內，進行

修正後再次上傳。超過上傳時間便無法再

修正，也無法再上傳。 

3.如果學生送出檔案，但老師一直沒有完成

認證，請同學務必主動提醒老師或是告知

註冊組。 

學生  

上傳檔案 

下學期： 

112年 7月 25日 

學生 

勾選檔案 

下學期： 

111年 8月 1日到 

112年 8月 2日 

1.每學年至多勾選件數：6件(上下學期合計) 

2.有進行「勾選」的課程學習成果，未來才

能作為大學及四技升學之用。 

高一高二 

多元表現 

學生  

上傳並勾

選檔案 

整學年 

111年 8月 1日到 

112年 8月 2日 

1.從入學學年度7月1日後的活動均可上傳。 

2.每學年至多上傳件數：20件。 

3.每學年至多勾選件數：10件。有進行「勾

選」的多元表現檔案，未來才能作為大學

及四技升學之用。 

 

         高三 學習歷程檔案上傳日程 

項目 內容 時間 說明 

高三 

課程學習

成果 

學生  

上傳檔案 

上學期： 

112年 3月 2日 

1.每學期至多上傳件數：6 件，僅能上傳該

學期有成績之檔案，無法回溯補傳資料。 

2.認證不通過的檔案可在上傳時間內，進行

修正後再次上傳。超過上傳時間便無法再

修正，也無法再上傳。 

3.如果學生送出檔案，但老師一直沒有完成

認證，請同學務必主動提醒老師或是告知

註冊組。 

學生  

上傳檔案 

下學期： 

112年 4月 6日 

學生  

勾選檔案 

下學期： 

111年 8月 1日到 

112年 4月 12日 

1.每學年至多勾選件數：6件(上下學期合計) 

2.有進行「勾選」的課程學習成果，未來才

能作為大學及四技升學之用。 

高三 

多元表現 

學生  

上傳並勾

選檔案 

整學年 

111年 8月 1日到 

112年 4月 12日 

1.從入學學年度 7月 1日後的活動均可上傳。 

2.每學年至多上傳件數：20件。 

3.每學年至多勾選件數：10件。有進行「勾

選」的多元表現檔案，未來才能作為大學

及四技升學之用。 

2. 學校將依國教署之規定時程，將學習歷程檔案資料提交到中央資料庫。請學生於學校依

規定之公告期間內，確認學校提交資料與學生上傳資料是否一致；逾公告期間未確認或

未向學校提出疑義者，視為已確認學校提交資料與學生上傳資料一致。 

3.在學習歷程檔案系統的公告訊息區，有【(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操作手冊】和【基隆女中多

元表現紀錄表】有注意事項及重點提醒。校方也會安排課程進行說明。 

4.系統位於學校網頁【學生專區】>【學生學習歷程平台】系統  http：

//210.71.56.41/ePortfolio/，帳號為學生學號，密碼為學生身分證字號。  

 

五、學生學業成績補考、重修、補修、重讀等相關規定： 

   (一) 一般生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之科目，其成績達 40 分者，得於各該學期申請補  

http://210.71.56.41/ePortfolio/
http://210.71.56.41/ePortfolio/


11 
 

        考。補考及格者，授予學分，並以及格分數(60 分)計。 

   (二) 補考不及格科目得申請重修，學校為減少學生重讀情形、分散學生重修時段及教師 

        開課負擔，將於第二學期中開設各年級各科第一學期不及格科目之重修班。屆時請 

        各位師長勸導及鼓勵第ㄧ學期經補考後仍未及格的同學盡早參加重修班。 

   (三) 各科目學年成績，以該學年度該科目各學期成績平均計算。學年成績不及格之科目， 

        得申請重修。(重修費每學分 240 元整) 

   (四) 學生各學年度取得之學分數，未達該學年度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得重讀(未提 

        出申請者，視同不重讀、直接升級)；該學年度取得之學分數計算，應包括補考、重 

        修及補修後及格科目之學分數。  

(五) 其他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相關規定(節錄)： 

第 14 條 1.學生各學年度取得之學分數，未達該學年度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得重讀；該學

年度取得之學分數，應包括該學年度結束前補考、重修及補修後取得之學分。 

2.重讀時，學生成績以重讀之實得分數登錄；學生對於重讀前已修習且取得學分之科

目，於各學期開學日前申請免修者，學校應准予免修，該科目原成績列入重讀學期之

成績一併計算；未申請免修而自願再次選讀者，該科目成績，應就再次選讀之成績或

原成績擇優登錄。對於重讀之學生，學校應給予適當之輔導。 

3.學校為協助學生取得畢業應修學分數，應針對學生各學期學分取得情形，提供預警措

施並給予個別輔導。 

4.轉學生入學時、轉科（學程）學生轉科（學程）時及休學學生復學時，準用前三項規

定。 

第 25 條 1.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學期

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但因學生或其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所請事假而缺課之節數，經提

學生事務相關會議通過後，得不納入計算。 

2.學生缺課致影響課業時，學校應視其情形提供預警措施，並給予個別輔導。 

第 26 條 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修習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者，

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法令規定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第 27 條 學生學習評量結果，依下列規定處理： 

1.符合下列情形者，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 

（1）修業期滿，符合課程綱要所定畢業條件。 

（2）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2.修業期滿，修畢課程綱要所定應修課程，且取得一百二十個畢業應修學分數，而未符

合前款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學務處工作報告】 

一、訓育組： 

（一） 本學期學務處行事曆如【附件二】請參閱。 

（二） 本學期學生團體課程、特色課程等活動安排如【附件三】請參閱。 

（三） 本校定於 4/22 舉辦 99 週年系慶園遊會，歡迎家長共襄盛舉。 

（四） 學生社團辦理相關活動需要填寫活動申請及家長同意書，若未完成申請程序則不同意辦

理，若家長發現異狀請向導師詢問，請導師協助瞭解，或電洽訓育組分機 310、311，確

保學生在進行社團活動的安全。 

（五） 因應 108 課綱學生多元學習表現，訓育組於本學期將持續推動校內、校外營隊活動或學生

事務推展各項志工活動，相關公文來函訊息皆會公告於學校首頁或轉傳至學生幹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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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班代群組。唯部分活動因報名期限緊迫，若學生個人未如期完成報名程序，將影響

學生參加活動的權益，懇請家長多關心並鼓勵學生養成參閱學校首頁重要訊息的習慣，

感謝各位家長協助。 

二、生輔組： 

（一） 本校學生曠缺課請假管制要點重要宣導： 

1. 持家長證明得請病假1日，每週以1次為限，超過之日(次）數且無相關就醫證明，不得核

予病假。 

2. 因病請假三天(含）以上者，須附地區醫院診斷證明，除特殊狀況外，不得核予病假。 

3. 學生因病或特殊事故不能來校時，除須家長當日以電話通知學校及登錄請假登記簿備查

外，應於次日起一週內(含假日）辦妥請假手續。 

（二）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27 條：學生學習評量結果，依下列規定處理：符合下

列情形者，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 

1.  (一）修業期滿，符合課程綱要所定畢業條件。 

2.  (二）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3. 請家長協助注意並提醒學生儘早申請行善銷過。若不知目前獎懲情形可參考學期成績單

「功過相抵累計」欄位之記錄。 

（三） 本校學生行善銷過實施要點條文重要宣導： 

1. 註銷警告者，自申請銷過起算一個月(不含寒暑假）以上未再觸犯校規，並完成志工服務5

次。 

註銷小過者，自申請銷過起算二個月(不含寒暑假）以上未再觸犯校規，並完成志工服務

15次及輔導教師晤談。 

註銷大過者，自申請銷過起算三個月(不含寒暑假）以上未再觸犯校規完成志工服務45次

及輔導教師晤談。 

志工服務以校內愛校、班級服務為主，受處分學生自接獲懲處通知或公告後實施，每次志

工服務時間為30分鐘。 

2. 三年級下學期完成銷過時間以當年度7月31日為止，逾期不予銷過。 

3. 下列行為受處分後，不得申請功過註銷，且於高三下學期使得申請行善銷過： 

(1)考試舞弊。 

(2)校內外鬥毆打架事件。 

(3)其他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議者。 

除完成志工服務時數可提出銷過申請外，另可申請功過註銷。功過註銷補充說明：(不符

合此規定者，仍可以志工時數進行註銷） 

4. 在學期間可功過註銷，惟前功不抵後過。 

5. 同學如欲於本學期申請功過註銷，請確認要申請註銷之懲處是否符合該學期無再犯紀錄且

行為良好。換言之，以學期為單位計算，若某一學期無二次(含）以上懲處紀錄且行為良

好，得申請功過註銷。 

6. 同學如欲申請某一學期功過註銷，得以後面學期的獎勵註銷前面學期的懲處。換言之，得

以跨學期的後功抵前過，但仍需符合上述4、5的說明。請務必自行至教官室領取功過註銷

申請表並確認符合申請資格後提出。 

（四） 學生各項獎懲及缺曠紀錄等資料，您可上網了解學生在校狀況，查詢方式如下： 

女中網站→網頁上方：「成績缺曠」→輸入「學號」及「密碼」欄位 (學生身分證字號）

即可登入查詢，第三欄位「身份證」不用輸入。登錄後，請至左側點選學生資料，點選

「查詢學生資料」，再按右側「查詢資料」即可查詢。 

（五） 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規定第十條第二十四款「攜帶經學校公告禁止之違法物品，情節尚非重

大者」，公告學校禁止之危險性物品： 

1.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稱之槍砲、彈藥、刀械。 

2.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毒品、麻醉藥品及相關之施用器材。 

3. 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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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猥褻或暴力之書刊、圖片、錄影帶、光碟、卡帶或其他物品。 

5. 菸、酒、檳榔或其他有礙學生健康之物品。 

6. 其他法令規定之違禁物品。 

（六） 為避免個人錢財及貴重物品遺失事件，本校除利用集會時機一再宣導，另請家長能協助督

促下列注意事項： 

1. 請同學確實收妥財物，勿給宵小任何機會；室外課，錢財隨身攜帶。  

2. 不要將貴重物品及過多錢財帶至學校。 

（七） 為使學生上學安全，達到學校與家長間雙向聯繫，關於學生臨時請假的注意事項如下： 

1. 學生因病或特殊事故致當日須請假時，請貴家長致電導師知悉，若導師聯繫不上，可致電

教官室(02-24278274轉360），由教官室轉知導師知悉。 

2. 學生因特殊原因需於上課時間請假外出者，導師將與家長取得聯繫後始得准假外出，有鑑

於此，請貴家長提供明確之聯繫電話（若有變更請同學向導師及生輔組修正）以利緊急通

知。 

（八）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5 條「汽車駕駛人於公共汽車招呼站十公尺內臨時停車，

可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規定，是以上放學時間因學生路隊人車複雜，

請家長接送學生車輛切勿停在校門口或佔用公車專用區，盡量使大門口保持淨空狀態，

以利人車通行安全避免造成交通擁塞，建議開車之家長可於 17 點 10 分後到校接送，以

錯開放學交通尖峰時段。 

（九） 交通意外中機車肇事佔最大比例，請家長能協助配合禁止子女無照騎乘機車與未配戴安全

帽，並敦請留心注意子女交友狀況，減少子女夜間出門頻率，以維安全。 

（十） 請家長多予關懷子女並注意其言行，以防涉入不良組織，避免不良行為發生(抽菸、吸食

電子菸、藥物濫用等），如有發現疑似霸凌事件，請立即通報教官室或本校校安專線

02-24239270。 

（十一） 另學生如遇不明可疑電話，不論手機或市話，只要撥打「165」即可由專人研判是否

為詐騙事件或撥打電話學校電話(24278274 轉 360）確認，以防受騙。 

三、衛生組： 

（一） 依政府防疫政策，學生倘有需求(如確診者、快篩陽性個案、自主防疫期間有症狀者、

與確診者或快篩陽性個案接觸人員，有身體不適或呼吸道症狀者等)，可至學務處領取

快篩試劑。篩檢時機為「自主防疫期間於出現症狀時使用家用快篩試劑篩檢」。(本措施

依政府政策滾動式修正) 

（二） 自 3/6起校園室內環境實施「自主佩戴口罩」措施，惟校園內健康中心或公共運輸工具

(如校車)比照指揮中心規範之指定場所，依規定仍應佩戴口罩。(本措施依政府政策滾

動式修正) 

（三） 為維護學生食品安全，本校已要求供應膳食廠商其食材應優先採用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

證之在地優良農業產品，一律採用國內在地豬肉、牛肉之生鮮食材，並禁止使用含基因

改造生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工品。 

（四） 學校已為每位學生辦理學生團體保險，若有相關問題可致電健康中心洽詢。 

（五） 持續辦理學生身高體重視力檢測，以了解學生健康情形。 

（六） 校園全面禁菸，為維護健康，若有戒菸需求(含電子菸)，可洽各醫院戒菸門診或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戒菸專線服務中心。 

四、體育組： 

（一）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體育活動賽事成績如下，感謝家長會贊助全校運動會禮品： 

※拔河比賽： 

名次\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第一名 305 206 109 

第二名 301 202 108 

第三名 302 20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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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 304 207 112 

 

※高三排球比賽：第一名 307、第二名 314、第三名 311、第四名 312。 

 

※全校運動會： 

1.高三 200M 

號碼布 姓名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31410 蔡 O 彤 200 公尺(計時決賽) 3435  1 

30907 李 O 寧 200 公尺(計時決賽) 3577  2 

30719 鄭 O 安 200 公尺(計時決賽) 3637  3 

30118 康 O 萱 200 公尺(計時決賽) 3698  4 

31110 曾 O 榕 200 公尺(計時決賽) 3725  5 

2.高二 200M 

號碼布 姓名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20312 張 O 閔 200 公尺(計時決賽) 3631  1 

20906 李 O 佐 200 公尺(計時決賽) 3661  2 

20814 廖 O 秀 200 公尺(計時決賽) 3667  3 

21213 沈 O 柔 200 公尺(計時決賽) 3782  4 

20419 李 O 彤 200 公尺(計時決賽) 3875  5 

3.高一 200M 

號碼布 姓名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10404 林 O 慧 200 公尺(計時決賽) 3437  1 

11215 蔡 O 涵 200 公尺(計時決賽) 3513  2 

10811 郭 O 芸 200 公尺(計時決賽) 3537  3 

10708 徐 O 儒 200 公尺(計時決賽) 3551  4 

10806 林 O 妤 200 公尺(計時決賽) 3608  5 

4.高三 60M(決賽成績)111.11.17 

號碼布 姓名 報名參賽項目 決賽成績 名次 

30913 許 O 婷 60 公尺(預賽、決賽) 910      1 

30202 林 O 穎 60 公尺(預賽、決賽) 947      2 

30209 王 O 珺 60 公尺(預賽、決賽) 951      3 

30309 洪 O 晴 60 公尺(預賽、決賽) 976      4 

31105 林 O 誼 60 公尺(預賽、決賽) 1012  5 

5.高二 60M(決賽成績)111.11.17 

號碼布 姓名 報名參賽項目   決賽成績 名次 

20701 吳 O 屏 60 公尺(預賽、決賽) 874      1 

20613 繆 O 穎 60 公尺(預賽、決賽) 936      2 

21007 周 O 婕 60 公尺(預賽、決賽) 1018  3 

21302 吳 O 芯 60 公尺(預賽、決賽) 1034  4 

20812 劉 O 佳 60 公尺(預賽、決賽) 9999(未參賽) 5 

6.高一 60M(決賽成績)111.11.17 

號碼布 姓名 報名參賽項目   決賽成績 名次 

11211 葛 O 彤 60 公尺(預賽、決賽) 937      1 

10215 黃 O 卉 60 公尺(預賽、決賽) 965      2 

10803 李 O㛙 60 公尺(預賽、決賽) 975      3 

10605 吳 O 靜 60 公尺(預賽、決賽) 992      4 

11401 王 O 婷 60 公尺(預賽、決賽) 998      5 

7.高三跳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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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布 姓名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30115 陳 O 安 跳遠           386      1 

30905 李 O 容 跳遠           376      2 

31211 胡 O 秀 跳遠           374      3 

31218 蔡 O 穎 跳遠           368      4 

31106 顏 O 萱 跳遠           354      5 

8.高二跳遠 

號碼布 姓名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20403 余 O 伶 跳遠           383      1 

21212 游 O 亦 跳遠           364      2 

21414 廖 O 羽 跳遠           319      3 

20203 洪 O 嘉 跳遠           310      4 

20512 古 O 馨 跳遠           282      5 

9.高一跳遠 

號碼布 姓名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10804 周 O 筠 跳遠           391      1 

10412 詹 O 淇 跳遠           363      2 

10307 張 O 柔 跳遠           358      3 

10801 石 O 姍 跳遠           352      4 

11013 陳 O 琪 跳遠           348      5 

10.高三藥球擲遠 

號碼布 姓名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30220 蘇 O 紋 藥球擲遠       858      1 

31104 張 O 婷 藥球擲遠       855      2 

31113 林 O 彤 藥球擲遠       853      3 

31203 李 O 雯 藥球擲遠       827      4 

30113 黃 O 庭 藥球擲遠       762      5 

11.高二藥球擲遠 

號碼布 姓名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21407 劉 O 臻 藥球擲遠       875      1 

21307 陳 O 琦 藥球擲遠       808      2 

20714 謝 O 孜 藥球擲遠       748      3 

21301 方 O 宜 藥球擲遠       711      4 

20802 林 O 諠 藥球擲遠       701      5 

12.高一藥球擲遠 

號碼布 姓名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11108 林 O 晴 藥球擲遠       891      1 

10319 林 O 婷 藥球擲遠       785      2 

10502 李 O 舒 藥球擲遠       777      3 

10702 吳 O 恩 藥球擲遠       743      4 

10810 莊 O 慧 藥球擲遠       680      5 

13.高三大隊接力 

班級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309 大隊接力      25124      1 

314 大隊接力      25147      2 

311 大隊接力      25310      3 

302 大隊接力      25334      4 

312 大隊接力      2575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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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高二大隊接力 

班級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203 大隊接力      24988      1 

212 大隊接力      25093      2 

201 大隊接力      25219      3 

206 大隊接力      25712      4 

210 大隊接力      25858      5 

15.高一大隊接力 

班級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106 大隊接力      25017      1 

108 大隊接力      25083      2 

114 大隊接力      25336      3 

102 大隊接力      25407      4 

103 大隊接力      25465      5 

16.高三趣味競賽 

班級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310 趣-小心翼翼      10081      1 

314 趣-小心翼翼      10434      2 

311 趣-小心翼翼      10699      3 

307 趣-小心翼翼      11007      4 

303 趣-小心翼翼      11033      5 

班級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312 趣-生命共同體   4030      1 

310 趣-生命共同體   4236      2 

313 趣-生命共同體   4637      3 

305 趣-生命共同體   5162      4 

303 趣-生命共同體   5258      5 

班級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312 趣-鋪天蓋地       22100      1 

313 趣-鋪天蓋地       24069      2 

314 趣-鋪天蓋地       24304      3 

302 趣-鋪天蓋地       25746      4 

303 趣-鋪天蓋地       25946      5 

17.高二趣味競賽 

班級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214 趣-小心翼翼       10626      1 

205 趣-小心翼翼       10783      2 

206 趣-小心翼翼       10861      3 

207 趣-小心翼翼       10915      4 

208 趣-小心翼翼       10924      5 

班級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212 趣-鋪天蓋地       24964      1 

213 趣-鋪天蓋地       25615      2 

207 趣-鋪天蓋地       25816      3 

205 趣-鋪天蓋地       30019      4 

204 趣-鋪天蓋地       30419      5 

18 高一趣味競賽 

班級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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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趣-小心翼翼       10475      1 

106 趣-小心翼翼       10480      2 

107 趣-小心翼翼       10604      3 

101 趣-小心翼翼       10617      4 

108 趣-小心翼翼       10970      5 

班級 報名參賽項目 成績紀錄 名次 

103 趣-鋪天蓋地       24834      1 

108 趣-鋪天蓋地       25765      2 

101 趣-鋪天蓋地       25774      3 

112 趣-鋪天蓋地       30314      4 

102 趣-鋪天蓋地       30956      5 

（二）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體育活動，提醒家長和學生，身體有特殊健康狀況不適合劇烈運動

者，請勿勉強報名參加運動競賽。 

賽    事 比賽日 

111學年度反霸凌新式健康操比賽 112.3.17(五)三、四節 

基隆女中教師會盃 111學年度班際三對三籃球比賽 112.4.13 起七、八節課 

111學年水上運動會 112.6.9(五)三、四節 

 

（三） 本校學生參加校外體育競賽成績如下： 

1. 桌球：111 學年度基隆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高女組單打第二名邱 O 芯、高女組團體

第二名邱 O 芯/鍾 O 依。 

2. 射箭：111 學年度基隆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高女組個人第二名鄭 O 君。 

3. 排球：排球隊 111 學年度全國高中排球乙組聯賽進入決賽 16 強。 

4. 111 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跆拳道錦標賽 

(1)高中女子組品勢團體亞軍。 

(2)團體三人高中女子黑帶組第二名葉 O 晴。 

(3)個人高中女子組黑帶組決賽第一名葉 O 晴。 

(4)個人高中女子組黑帶組決賽第三名簡 O 玲。 

5. 跆拳道： 

111 學年度基隆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跆拳道（比賽日期 112.1.2-112.1.3） 

團
體 

高女組品勢團體錦標第一名 

高女組對打團體錦標第一名 

個
人 

高女組對打 46 公斤級 第一名 朱 O 嫻 
高女組對打 49 公斤級 第二名 葉 O 晴 
高女組對打 49 公斤級 第三名 周 O 霓 
高女組對打 53 公斤級 第一名 謝 O 慈 
高女組對打 53 公斤級 第二名 張 O 琪 
高女組對打 57 公斤級 第一名 簡 O 玲 
高女組對打 57 公斤級 第三名 陳 O 琪 
高女組對打 62 公斤級 第二名 黃 O 婷 
高女組對打 62 公斤級 第三名 郭 O 綺 
高女組對打 73 公斤級 第一名 蘇 O 慧 
高女組對打 73 公斤級 第三名 廖 O 瑀 
高女組對打 73 公斤以上級 第一名 劉 O 婷 
高女組個人品勢   第一名 簡 O 玲 
高女組個人品勢   第二名 葉 O 晴 
高女組個人品勢   第三名 謝 O 慈 
高女組個人品勢   第四名 朱 O 嫻 
高女組個人品勢   第六名 黃 O 婷 
高女組三人團體   第一名 葉 O 晴/謝 O 慈/簡 O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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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田徑 

111 學年度基隆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田徑賽（比賽日期 111.2.14-111.2.16） 

團
體 

高女組田徑團體總錦標冠軍 

高女組田賽總錦標冠軍 

高女組徑賽總錦標冠軍 

個
人 

高女鐵餅第一名高 O 媃 

高女鐵餅第二名黃 O 瑄 

高女鐵餅第四名蔡 O 婁 

高女 1500 公尺第一名何 O 安 

高女標槍第一名鄭 O 宜（破大會紀錄） 

高女一萬公尺第一名陳 O 維 

高女 400 公尺第一名余 O 慈 

高女 100 公尺第一名羅 O 涵 

高女 4*100 公尺接力第一名（何 O 安、羅 O 涵、鄭 O 宜、余 O 慈） 

高女 5000 公尺第一名黃 O 媃 

高女 5000 公尺第二名陳 O 維 

高女鉛球第一名高 O 媃 

高女鉛球第二名黃 O 瑄 

高女 800 公尺第二名余 O 嘉 

高女 800 公尺第四名何 O 安 

高女 200 公尺第一名余 O 慈 

高女鏈球第一名蔡 O 婁 

高女鏈球第二名羅 O 涵 

高女 4*400 公尺接力第一名（余 O 慈、余 O 嘉、陳 O 維、羅 O 涵） 

7.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更多體育佳績，請參閱本校網站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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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工作報告】 

一、重要宣導事項： 

1.本校對飲水機水質要求嚴格，每逢 2、5、8、11 月實施水質檢測；每逢 1、4、7、10 月更換飲

水機濾心，同時飲水機的水經過高溫及紫外線消毒，請大家安心飲用；為顧及同學們的身體健

康，學校的飲水機不提供冰水。 

2.洗手台、洗手槽及飲水機等請勿倒入不該倒入的東西，如泡麵或衛生紙等，以免水質受到污染。 

3.本校蒸便當的學生眾多，蒸飯箱是學校列為重點注意的事項，蒸飯箱報修除非需要外訂零件，

否則都可在當天修理完成，即使無法立即修繕也會更換備用蒸飯箱，請家長放心。 

4.為確保飲食安全衛生，校規不允許學生訂購外食及飲料，因此傳達室不代接班級團訂食品。 

5.請提醒貴子弟養成隨手關燈習慣，學校的插座是公務使用，禁止使用教室內插座充電或使用私

人電器物品。 

6.校園施工以假日實施為原則。如遇緊急工程必須在週間施作，將會造成若干噪音，請多體           

諒。 
 

二、常見問題說明： 

項次 內容 負責人員 

1 

冷氣儲值 IC卡申請使用程序：請至出納組購買儲值卡並儲值。

卡片押卡費 50元，每次儲值至少 500元，可重複儲值。 

冷氣儲值 IC卡加值時間：請於每週一、三、五下午至出納組。 

出納組  陳佳煒 

2 

(1) 每班配置一支冷氣機遙控器，酌收押金 450 元（收回時會

退還押金），請妥善保管，若遺失將由班上賠償。二升三年

級請將遙控器隨班攜帶至新教室，畢業時會收回。一升二

年級會重新編班，故結業式當天收回，並退回押金，新編

班後的二年級於暑輔第一天領取。一年級於新生訓練時領

取，最晚於開學一週內要完成繳交押金。 

(2) 冷氣遙控器使用注意事項會 LINE至總務股長群組，請詳閱。 

庶務組  黃秀敏 

3 

各班至音樂、美術、電腦、家政及生活科技教室使用冷氣時由

科任老師記錄使用情形，學期末由總務處通知各班至出納組繳

費；其餘各專科教室請各班使用班上的儲值 IC 卡。 

庶務組  黃秀敏  

出納組  陳佳煒 

4 
各班領取粉筆、板擦時，請至總務處門口置物櫃下方，填寫領

取登記本後，自行領取。 庶務組  黃秀敏 

5 

教室內外、負責區等若有物品或設施損壞，請填寫維修登記本；

維修登記本放在兩處：(1)後山課桌椅儲藏室(活動中心往下走

或後山後棟或上走)旁桌面上(2)總務處門口置物櫃上。維修登

記本分木工及水電兩本，請分別填寫。 

庶務組   

6 課桌椅損壞先洽秀敏小姐(分機 512)再登記後維修或更換。 庶務組  黃秀敏 

7 

蒸便當繳費注意事項：每學期開學前，請總務股長於規定期限

內將蒸便當調查表送交總務處。超過期限若有需要蒸便當，請

洽佩珠小姐補繳。 

蒸飯箱使用注意事項：便當請於第一節下課放入，並開啟電源，

庶務組  王佩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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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設在 80至 90度之間。每個籃子勿超過二層，千萬不能讓

橡膠或塑膠材質的東西進入蒸飯箱，以免造成食安問題。 

8 
學生的信件寄到學校時請記得寫班級，否則將予退回；學校不

代收私人購買物品。 
文書組  蕭春敏 

9 
教學設備如麥克風、收錄音機、廣播系統、數位講桌與投影機

等報修請至教務處設備組(分機 231.230)登記。 

教務處設備組   

(總務處斜對面鐵門處) 

10 電腦設備如滑鼠、鍵盤等請洽資訊組(分機 710) 圖書館資訊組 

11 
補充：活動中心販賣機如果吃幣，請直接撥打販賣機上面貼的

客服專線便可獲得處理。 
 

*出納組補充說明: 

111-2學期註冊單如受限欄位問題，將有部分項目合併一起收費 

 

 

【輔導室工作報告】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輔導工作成果 

壹、一般行政工作 

一、輔導工作相關會議：依規定召開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家庭教育委員會、生命教育推動小組會

議。 

二、其他相關會議：包括個案會議、輔導志工、輔導幹部會議等13場次。 

三、召開特教相關IEP會議6場次。 

四、建立及更新全體學生輔導資料。 

五、提供青澀芷蘭獎學金(11人，每人1萬)、工讀獎助金(10人)及特教學生獎學金(1人，2000元。) 

貳、發展性輔導工作 

一、生涯教育 

1.多元入學輔導 

學

年 

學

期 
時間 地點 主題 

辦理 

單位 

參加

人數 

111 1 111.10.12 科四演藝廳 
112大學多元入學-特殊選才&原住

民學生入學管道介紹 
輔導室 6 

111 1 111.10.17 科四演藝廳 
「社工不是志工！」認識社工系與

社福產業 
輔導室 20 

111 1 111.10.19 科四演藝廳 
「甚麼都學但都不精？」認識企管

系與專案管理師(PM) 
輔導室 39 

111 1 111.10.21 科四演藝廳 
「心理師不是心理醫生？」認識心

理系與心理健康產業 
輔導室 62 

111 1 111.10.25 科四演藝廳 
「念人文沒錢途？別把未來想窄

了」認識人社學院與未來出路 
輔導室 25 

111 1 111.10.26 科四演藝廳 
「海洋無限商機」認識海洋相關學

院-科系與海洋產業 
輔導室 6 

111 1 111.11.01 科四演藝廳 104職涯講座-人資是在做甚麼？ 輔導室 29 

111 1 111.11.03 科一夢想教室 
基隆就業中心職涯講座-校系選擇

與未來職場趨勢 
輔導室 36 

111 1 111.11.11 科四演藝廳 職涯講座-半導體產業趨勢與認識 輔導室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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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 

111 1 111.11.7 科四演藝廳 

「物理治療師和職能治療師大不

同」認識物理治療系與相關產業發

展 

輔導室 44 

111 1 111.11.8 科四演藝廳 

「醫學+資訊，發揮 1+1大於 2 的

價值！」認識醫學資訊系與相關產

業的發展 

輔導室 32 

111 1 111.11.10 科四演藝廳 
「AI、元宇宙到底是甚麼？」認

識AI學院與相關產業的發展 
輔導室 18 

111 1 111.11.14 科四演藝廳 
「 走向媒體新紀元」認識傳播學

院與未來出路 
輔導室 45 

111 1 111.11.16 科四演藝廳 
「唸財經數學一定要很好?」認識

財經學群與未來出路 
輔導室 18 

111 1 111.12.01 科四演藝廳 

「護理訓練讓你未來求職轉職都

加分」「高齡社會的照護人力缺口

老福產業新崛起」 

~認識護理系、高齡照顧福祉系 

輔導室 7 

111 1 111.12.05 科四演藝廳 
「解封後你想去哪裡？」~認識遊

憩與運動學群 
輔導室 14 

111 1 111.12.07 科四演藝廳 

「化學、化工、生科？差別在哪

裡？不唸藥學系也可以進藥廠工

作？傳產、科技業都歡迎你？」~

認識化學工程與生物技術學系 

輔導室 34 

111 1 111.12.08 科四演藝廳 
「創意+設計打照生活新價值」~認

識設計學群 
輔導室 65 

111 1 111.12.12 科四演藝廳 
「外文系不就聽說讀寫？你誤會

大了！」~認識外語學群 
輔導室 33 

111 1 
111.11.25

-12.09 
各分組教室 特殊選才模擬面試 6場次 輔導室 19 

111 1 111.11.09 生涯教室 
112「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

案」學生說明會 
輔導室 5 

111 1 
111/12/30 
10:00-12:00 

活動中心 大學博覽會 輔導室 291 

合計 22場次 926人次 

 

2.測驗評估 

A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施測及測驗解釋 

學年 日期 對象 地點 主題 人數 

111 
111.10.11- 

111.10.17 

202、204、206、208、

210、212、214 

電腦教

室 
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施測 122 

111 
111.10.17- 

111.10.24 

202、204、206、208、

210、212、214 

電腦教

室 
大學學系探索量表解測 122 

合計 244人次 

B.興趣量表施測及解釋 

學年 日期 對象 地點 主題 人數 

111 111.10/11~14 高一學生 電腦教室    量表施測 268 

111 111.11/28~12/2 高一學生 電腦教室    量表解釋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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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536人次 

 

3.生涯規劃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中引導學生製作學習歷程檔案以及多元入學升學管道。 

二、推動家庭教育 

1.辦理家庭教育講座 

學年 學期 時間 地點 主題 時數 人數 

111 1 111.11.26 生涯教室 多元文化家庭：移工媽媽與黑戶寶寶 1.5 110 

合計 場 1.5小時 110人次 

 

2.提供家長諮詢 

學年 學期 時間 地點 主題 時數 人數 

111 1 111.09.23 演藝廳 112學年度多元入學高三家長說明會 1 7 

111 1 111.10.21 個諮室 心理師提供家長諮詢 3 3 

111 1 111.12.2 個諮室 心理師提供家長諮詢 3 3 

合計  13人次 

 

三、推動生命教育 

1.辦理生命教育/特殊教育講座 

學年 學期 時間 地點 主題 時數 人數 

111 1 111.10.14 夢想發表教室 譜出生命的樂章-視障薩克斯風手

的生命故事 

2 52 

111 1 111.12.27 生涯規劃教室 不動怒，與亞斯伯格症少女談關係 2 30 

合計 1場 4小時 82人次 

2.辦理特殊教育影片宣導 

學

年 

學

期 

時間 地點 主題 時數 人數 

111 1 111/09/15 分組學習教室 布拉姆的異想世界(過動症) 2 23 

111 1 111/09/29 307 怪胎(強迫症) 2 9 

111 1 111/09/29 303 怪胎(強迫症) 2 8 

111 1 111/09/29 308 怪胎(強迫症) 2 7 

111 1 111/12/19 分組學習教室 
一起一起在一起(情緒行為

障礙) 
1 15 

合計 5場 9小時 62人次 

3.宣導CRPD 

學

年 

學

期 

時間 會議名稱 主題 對象 人數 

111 1 111.8.29 111-1校務會議 身心障礙權利公約連結 全校教職

員 

130 

111 1 111.9.12-16 
111-1教學研究

會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由

來、8大原則 

全校教師 110 

111 1 112.1.6 
111-1-3導師會

議 

身心障礙權利公約 8大

原則、保障權益 

全校導師 55 

4.宣導自傷/自殺防治 

學

年 

學

期 

時間 會議名稱 主題 對象 人數 

111 1 111.11.11 111-1-2導師會議 1. 心理健康平台(衛福

部/成大) 

導師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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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北市覺察與辨識學

生心理健康指引 

111 1 112.1.6 111-1-3導師會議 1.1925 專線 

2.「傷痕底下的秘密了解

青少年自傷自殺」 

3.『謝謝你跟我説』全台

生命線青少年心理健康網

路支持平台計畫 

導師 55 

四、學習輔導(入班/測驗…等方式) 

學年 學期 時間 地點 主題 人數/時間 

111 1 
111/09/13- 

111/12/20 
教師辦公室 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導 

1人次/16小

時 

合計  16小時 1人次 

五、輔導刊物： 

學年  日期 刊物 宣導內容 份數 

111-1 111.11/15 輔導報報第一期 認識壓力、急性壓力與 A型人格 90 

111-1 112.01/04 輔導報報第二期 「友」緣千里來相會，談友誼力 90 

合計 180份 

參、提供介入性及處遇性輔導工作 

(一)學生與責任班級輔導老師晤談。 

(二)提供相關服務：教師諮詢、家長諮詢、社會資源等。 

(三)依照法規進行教育人員責任通報，引介社會及心理衛生公部門資源。 

(四)轉介三級個案學生由醫師或心理師晤談。 

 

肆、宣導事項/網路資源： 

***1.「家庭教育專案經費」可以提供家長專業諮詢，諮詢對象是醫師或是心理師；請導師與輔導

教師討論提出需求。歡迎使用資源！ 

家長諮詢申請連結： https://forms.gle/rAubrcnqDRdHCQk56 

2.國教署學生生涯輔導網 

3.108課綱資訊網 

4.升學資源：ColleGo!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

會、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考試分發委員會 

5.輔導室網頁新增學歷程檔案資源，請導師推薦學生多加利用！學生到了高三還是覺得自己方向不

明確，其實這是正常的感覺！學生普遍認為自己在學習歷程檔案的上傳內容尚嫌不足。然而學生七

成以上沒有辦法得到家長的協助，大多數學生習慣尋求校內的導師、任課老師和同學協助，需要導

師的引導(調查高二高三同學意見得知)，需要有人陪伴與對話。 

6.請鼓勵您的孩子多主動參加學校辦理的各項活動，為了升學好，更為了成為一位終身學習者。歡

迎鼓勵孩子們跟班級的責任輔導老師約談，討論學習習慣、態度與策略的問題。 

7.升學好用資源： 

University TW：https://university-tw.ldkrsi.men/ 

(男女比/大學註冊率/繁星、申請、分科 112/111檢備篩、招生人數變異資料， 111年篩選結果等

相關資訊) 

免費落點分析網站：104落點分析-104人力銀行 https://student.104.com.tw/hs/apply/ 

1111 落點分析 - 1111人力銀行 https://hs.1111.com.tw/ 

樂學網落點分析 https://exam.347.com.tw/apply/id/nlogin/edit 

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大學申請準備指引(112更新中)https://www.com.tw/cross/retest_paper_guide.php 

https://forms.gle/rAubrcnqDRdHCQk56
http://35.236.185.223/
https://12basic.edu.tw/
https://collego.edu.tw/
https://nsdua.moe.edu.tw/#/
https://university-tw.ldkrsi.men/
https://student.104.com.tw/hs/apply/
https://hs.1111.com.tw/
https://exam.347.com.tw/apply/id/nlogin/edit
https://www.com.tw/cross/retest_paper_guid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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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院校準備指引(112更新中)https://www.techadmi.edu.tw/newer/schools.php 

學習歷程自述整理、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學測之後：學習歷程「自述」怎麼寫？大學教授想看見學生的自我認知與連結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007008 

唐俊華的學習歷程聊天室| #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chtangacademicportfolio/posts/301528042012324/ 

學習歷程自述、多元表現綜整心得怎麼寫？10分鐘快速掌握技巧 

https://futureparenting.cwgv.com.tw/family/content/index/24299 

學習歷程自述、多元表現綜整心得怎麼寫？6 項大學二階備審整理懶人包 

https://jcshawn.com/university-application-documents/ 

學習歷程自述是什麼？「撰寫要領看這裡」教授眼裡只有你 

https://hengsuyang.tingmao.com.tw/article/inside/44c8a321-6880-11ec-8b7b-000c2904464e 

「學習歷程自述」怎麼寫？三個評分項目範例帶你一次看！ 

https://hengsuyang.tingmao.com.tw/article/inside/616bd982-ae4d-11ec-8d78-000c2904464e 

我發現多元表現綜整心得的秘密啦！800字拿來寫心得太浪費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_Xp_js2sUA 

8.親師座談會(3 月 11 日)上午 10 時 30 分邀請高一家長辦理課程、學習歷程檔案暨選班群說明會假

科學館四樓國際演藝廳舉辦。相關重點資訊內容摘錄如下，請家長參閱： 

學生學習歷程 

 

    因應 108課綱上路，考招制度有了新的改變，其中增設學習歷程檔案的制度，希望高中職學生

在學期間，可以定期記錄、整理自己的學習表現，幫助學生進行生涯探索，也會作為升大學個人申

請第二階段的「備審資料」。 

一、為什麼要有學習歷程檔案 

（一）提升備審資料品質：過去學生通常在高三學測後。才開始準備備審資料，鑑於時間匆促

與資料佚失，許多備審資料往往失去真實性與準確性。 

（二）呈現考試難以評量的學習成果：尊重個別差異，重視考試成績以外的學習歷程，呈現學

生個人特色。 

（三）展現個人特色和適性學習軌跡：鼓勵學生定期記錄並整理自己的學習表現，重質不重量，

展現個人學習表現的特色亮點與學習軌跡。 

（四）協助學生生涯探索及定向參考：學生透過整理學習歷程檔案的過程中，可以及早思索自

我興趣性向，逐步釐清生涯定向。 

二、學習歷程檔案內容 

（一）基本資料：學生基本資料，包含擔任幹部等，由學校人員「每學期」進行上傳。 

（二）修課記錄：各科目課程學業成績及課程諮詢紀錄，由學校人員「每學期」進行上傳。 

（三）課程學習成果：修課紀錄及學分數之課程作業、作品及其他學習成果，並經過教師的認

證。由學生「每學期」進行上傳，每學期上傳至多 6件至學校學習歷程檔案平台。每學年

最多勾選 6件，由學校提交到中央資料庫。 

（四）多元表現：彈性學習時間、自主學習計畫、團體活動時間及其他表現。由學生「每學年」

進行上傳，每學年上傳至多 20件至學校學習歷程檔案平台。每學年最多勾選 10件，由學

校提交到中央資料庫。 

（五）高三上傳：多元表現綜整心得、學習歷程自述（含「高中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

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其他各科系要求之備審資料。 

（詳細上傳時程請參考教務處公告） 

三、大學端重視什麼？ 

教授們一致指出，對學系有強烈興趣和動機，就是大學最想要的學生，學生若具備學習動機和

研究熱忱，在申請入學面試、學習歷程檔案中會脫穎而出。 

但高中學科很難直接呼應大學學科內容，學生可能也還在探索生涯定向，因此在學習歷程檔案

https://www.techadmi.edu.tw/newer/schools.php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007008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chtangacademicportfolio/posts/301528042012324/
https://futureparenting.cwgv.com.tw/family/content/index/24299
https://jcshawn.com/university-application-documents/
https://hengsuyang.tingmao.com.tw/article/inside/44c8a321-6880-11ec-8b7b-000c2904464e
https://hengsuyang.tingmao.com.tw/article/inside/616bd982-ae4d-11ec-8d78-000c2904464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_Xp_js2s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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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若能呈現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態度、個人特質、習得的能力、如何因應困難挑戰、從學習過程反

思對未來學習的影響…等，更有助於學生的自我探索，以及大學審查資料時，更了解學生。以下提

供相關資訊供學習歷程檔案撰寫的參考： 

1. 了解校系參採的學習歷程檔案內容： 

⚫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大學申請入學學習準備建議方向」。 

⚫ 前一學年度各大學公布的準備指引，以中山大學為例：111 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

指定甄試項目之評核項目與準備指引。 

2. 認識學類學群與相應多元能力：ColleGo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 

請參考「學類介紹」、「能力特質」、「學類體驗」等項目，了解該學類學系希望徵得的學生

特質、能力與可以做的具體活動。 

3. 學習歷程檔案可以怎麼做： 

⚫ 108課綱資訊網>了解學習歷程檔案 

⚫ ColleGo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焦點話題 

4. 準備學習歷程的提醒：上傳檔案並不是越多越好，重點是在過程中的學習收穫、整理出自

己的心得、展現出自己的特色。 

四、家長可以如何協助孩子？ 

1. 關心與鼓勵、陪伴與分享，成為孩子忙碌高中生活的後盾： 

◼ 瞭解學習歷程檔案的重要性。 

◼ 透過孩子的課程學習成果，瞭解關心孩子在學校課程的學習情況，提醒孩子上傳時程。 

◼ 鼓勵孩子多元展能，積極參與各項學習活動，發現自己的興趣，並找到生涯定向。 

2. 鼓勵學生多與師長討論、認真參與學校舉辦之說明會： 

◼ 任課老師：了解課程設計以及學生學習概況。 

◼ 課程諮詢教師：提供學生選課諮詢。 

◼ 班級導師：了解學生在班級團體中學習狀況。 

◼ 輔導老師：提供生涯輔導。 

 

【資源教室報告】 

一、相關事項宣導 

1.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時程及相關事項 

作業時程 申請項目 

第 1梯次 9月申請 新鑑定、重新鑑定、更改障礙類別鑑定、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 

第 2梯次 2月申請 跨教育階段鑑定、新鑑定、重新鑑定、更改障礙類別鑑定、放棄

特殊教育學生身分 

障礙類別：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腦性麻痺、身體病弱、情

緒行為障礙、學習障礙、多重障礙、自閉症、其他障礙。 

http://www.jbcrc.edu.tw/learn1.html
https://collego.edu.tw/Login/Index
https://12basic.edu.tw/index.php
https://12basic.edu.tw/e-portfolio/index.html
https://collego.edu.tw/Login/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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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程序：學生備妥相關資料提出申請，提報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基隆特

殊教育學校進行分區審議，分區召開個案審查會議，最後由教育部鑑輔會審議。 

特教鑑定相關資訊網站：衛生福利部-本部簡介-本部單位及所屬機關-護理及健康照護司-身心

障礙鑑定專區(網址：https://dep.mohw.gov.tw/DONAHC/np-1030-104.html) 

★若有需求請於期限內提出申請。 

2.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易讀版」手冊共製作 4冊並製作有聲書，電子檔

附掛於 CRPD資訊網「宣導專區」（網址：https://crpd.sfaa.gov.tw/）。 

二、身心障礙學生相關服務 

(1)定期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及身心障礙學生期出及期末 IEP會議。 

(2)學生課業及生活適應輔導、專業團隊服務。 

(3)特殊教育講座、特殊教育影片宣導。 

(4)獎助學金及交通補助費申請。 

(5)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生大專院校相關協助。 

 

 

【圖書館工作報告】                                         

一、111學年度第2學期圖書館工作重點 

(一)持續推廣閱讀活動，提升校園學習氛圍。 

(二)強化彈性學習架構，提升自主學習品質。 

(三)優化資訊維護管理，構築智慧創新校園。 

(四)編撰百年校慶專刊，策畫百年校史特展。 

 

二、圖書館團隊 
圖書館主任 

(02) 2427-8274 

#700 

林宏維主任 配合校務發展，綜理圖書館業務。 

規劃館務發展方向。 

基隆女中校訊編輯及出刊事宜。 

閱讀推廣及各項圖書館利用教育。 

其它圖書館研究發展事宜 

其它臨時交辦事項。 

資訊媒體組長 

(02) 2427-8274 

#710 

陳玉潔組長 館務計畫執行。 

資訊教育相關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圖書資訊系統、圖書館網頁、校園網

路系統之維護管理。 

資訊安全與防治相關業務之推動與

執行。 

資訊軟硬體設備之規劃與採購。 

其它臨時交辦事項。 

圖書幹事 

(02) 2427-8274 

#711 

 

鄭文音 小姐 書目採錄編目。 

櫃檯流通作業。 

圖書上架、點架、盤點、催還等事宜。 

四樓閱讀閣、二樓社群互動中心、人

文講堂的使用管理。 

讀者諮詢服務。 

工讀生、義工服務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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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臨時交辦事項。 

協助行政 

(02) 2427-8274 

#293 

 

協作共好計畫助理：  

(02) 2427-8274 

#714 

余香瑩 老師 

 

 

滕汶凌 小姐 

協助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相關事

宜。 

協助學生自主學習資源與場地規劃

管理。 

建置學生自主學習資源平台與維護。 

圖書館之其它臨時交辦事項。 

 

 

Q:我可以善用圖書館哪些資源來增進自己高中三年的學習深廣度？ 

 

  圖書館業務相關連結   網站網址及登入方式:  

本校首頁連結位址：首頁>行政單位>圖書館 

圖書章則流程 圖書館線上檢索 圖書館相關連結 

 

 

 

三、館藏概況(多多閱讀課外讀物，增廣見聞) 

  (一)圖書：館藏圖書 41778 冊，包括中文圖書 38980 冊、外文圖書 2798冊 

  (二)報紙：訂閱中文報紙 3種 

  (三)期刊、雜誌：訂閱中外期刊 144種 

  (四)電子圖書及資源 3759 冊(片)，包括電子圖書 1082冊、光碟 2677片 

 

四、數位資源(善用電子學習資源，提升學習成效)     

(一)電子書   網站網址及登入方式:  

本校首頁連結位址：首頁>行政單位>圖書館>圖書資訊>電子書(見下圖) 

HyRead電子書 Udn電子書 華藝電子書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電子書服務平臺 

http://klgshkl.ebo

ok.hyread.com.tw/ 

http://reading.udn

.com/libnew/Index.

do?U_ID=klgsh 

http://www.airitib

ooks.com/ 

http://ebook.nlpi.

edu.tw/mp.asp?mp=1 

 

 

  

   (二)電子／影音資料庫  網站網址及使用方式 

本校首頁連結位址：首頁>行政單位>圖書館>圖書資訊>電子書(見下圖) 

我們與「大學」的距離~從圖書館拉近 (提升數位學習) 

http://klgshkl.ebook.hyread.com.tw/
http://klgshkl.ebook.hyread.com.tw/
http://ebook.nlpi.edu.tw/mp.asp?mp=1
http://ebook.nlpi.edu.tw/mp.asp?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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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Read臺灣全文資料庫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電子資料庫 

http://www.hyread.com.tw/hyreadnew/ http://edb.nlpi.edu.tw/SSO/TERM/pages/

resourceUserMain.jsp 

 

 

 

 

 

 

 

 

 

 

 

五、學生平板電腦借用管理（學生可以借平板來學習喔！！） 

  因應疫情和數位化教學之時代改變，為使科技設備輔助學習並將資源最大化利用,提供輔具供

本校學生學習使用,特訂定「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平板電腦借用管理要點」，以利學生數位

學習。 

一、為使科技設備輔助學習並將資源最大化利用,提供輔具供本校學生學習使用,特訂定「國

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平板電腦借用管理要點」。 

二、借用對象:本校學生,因現可運用的平板電腦數量有限無法滿足所有同學的需求,將審視

個案數量,優先依下列條件排序借用: 

(一)經濟弱勢(低收、中低收、經縣市政府或學校認定經濟弱勢); 

(二)學校辦理中計畫或專案之特定學生; 

(三)本校師長認定有需要之學生。 

三、借用期限:每次借期 1 個月,若無後面排序得辦理續借。歸還後須再次提出申請。 

四、借還程序:公告借用申請日期,請需要借用的同學上網預約→ 填寫紙本申 

請表(需由家長、導師簽章,身分認定請註冊組確認)繳交至資訊組辦理→ 確認符合資格後,

通知借用人攜帶學生證前來圖書館資訊組辦理借用→ 於借期內辦理歸還。 

五、保管及使用: 

http://edb.nlpi.edu.tw/SSO/TERM/pages/resourceUserMain.jsp
http://edb.nlpi.edu.tw/SSO/TERM/pages/resourceUserMa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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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借用人應善盡保管責任,並應遠離易使設備損壞之環境。 

(二)借用人不可拆缷設備(含配件)機體,更新軟(韌)體及破解該設備之軟等,亦不可變更系統

原始設定。 

(三)使用時請勿下載需收費之軟體。 

(四)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下載非合法授權之軟體。使用平版電腦應遵守著作權保護及各種

法律規定,若因借用人之故意或過失導致觸犯法規者,由借用人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五)設備屬於學校財產,借用人將其個人資料放置學校資訊設備上,須自行備份。如因意外導

致資料毁損或遺失,學校不負相關責任,借用人不得 

請求修復及賠償。 

(六)設備不得作為非學習行為使用,如:線上遊戲、營利等行為,經查發現 

即停止借用,並追究後續責任。 

六、逾期:借用之設備應於借用期限內歸還,逾期未歸還者,即停止其借用權利。 

七、損壞、遺失處理與賠償: 

(一)借用人借用之設備發生故障等相關問題時,借用人須負相關賠償責任。 

(二)設備硬體於借用期間不慎損壞、污毁等問題需送廠維修時之維修費用。 

(三)機體、相關配件有遺失或損壞者,需照價賠償或賠償同規格之產品。 

(四)遺失賠償將通知家長辦理後續事宜。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設備如非本人歸還,所衍生之問題由借用人自負。 

(二)遇有特殊情形,資訊組有權通知借用人提前歸還借用之設備,借用人不得異議,並須配合

辦理。 

(三)本管理要點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九、本管理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六、漂書活動——放書漂流,與書飛翔（參與漂書，學習分享！！） 

一、緣起 

本校於 2013 年與台灣漂書協會合作,成為全國首個校內設有漂書點的高中職。「漂書」的概念起

源於歐洲,在分享的基礎上,將書放在公共空間由眾人各自取閱,書可能就此跟著閱讀者在不同的地

點落腳,接著再被下一位閱讀者取走,這也就是「漂」所代表的意涵,與更多人分享閱讀的感動。 

二、目的:推廣閱讀分享,活化書籍流通,讓閱讀推廣更多元。 

三、辦理單位:本校圖書館。 

四、漂書站 

(一)本館三樓圖書室設有漂書書櫃,同學可於開放時間前來挑選。 

(二)本校校門口社區共讀站供同學/社區人士自由拿取。 

(三)本校漂書站之書籍也可攜出校園留在別的漂書點,或是把其他漂書點 

的書籍帶回校園,讓各個漂書點的書籍交流。 

五、放置漂書 123(捐贈漂書 3 步驟) 

請攜帶欲分享的好書至圖書館三樓圖書室櫃檯: 

(一)館員發給讀者漂書標章、藏書票及條碼,並說明如何使用。 

(二)讀者將漂書標章(貼在封面)、藏書票及條碼(貼在書籍內頁)。 

(三)館員發給讀者「我的閱讀行動集點券」,並指引讀者將完成貼製的書籍放置於漂書站。 

 

 

 

我們與「大學」的距離~從圖書館拉近 (提升閱讀素養/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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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可以善用圖書館哪些競賽來鍛鍊大學素養競爭力？ 

 

七、寫作比賽(透過全國性寫作競賽，提升自我閱讀與寫作能力) 

  111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與小論文寫作比賽 

  (一)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投稿時間 

  第二學期： 112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10 日中午 12 時止。 

  (二)小論文寫作比賽投稿時間 

  第二學期自 112年 2月 1日起至 3月 15日中午 12時止。 

 

●（貼心小提醒）中學生網站重大變革： 

鼓勵同學參加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寫作比賽及小論文比賽，投稿時限、

方式見圖書館通知或中學生網站。中學生網站已改版換系統，請同學務

必重新註冊，註冊時請輸入學校驗證碼 klgsh700，並確認個人資料填寫

無誤。 (如得獎之獎狀資料錯誤，將失去得獎資格)。 

  相關比賽訊息請參閱中學生網站：【https://www.shs.edu.tw/】， 

 並請家長鼓勵貴子弟踴躍投稿。如有任何參賽問題，歡迎洽詢圖書館。 

 

八、青春博客來閱讀平台認證（提升閱讀與寫作認證） 
一、目的 

(一)透過閱讀認證,激勵學生累積閱讀紀錄,並建置個人學習歷程。 

(二)透過各科教學研究會推薦書目,鼓勵學生廣泛閱讀,擴增視野。 

(三)循序引導學生進入閱讀世界,加強閱讀能力,養成終身閱讀習慣,藉 

以提升學生人文、科學與公民素養。 

二、實施對象:全校師生。 

三、閱讀認證實施方式 

(一)由各科教學研究會共同推薦,使學生閱讀面向多元且均衡。推薦書目 

需兼顧學生學習歷程之身心需求及思考能力,以求難易兼顧、學術休 

閒並重。 

(二)進行閱讀認證 

1. 認證時程 

(1) 認證日期自入學起算,於下一學期初,統計上一學期投稿記錄。得跨學期累計,至畢業前為止。 

(2) 每學期採晉級方式辦理,停留原獎項冊數時,不再重覆發給獎勵,每一獎項及獎勵每人不得重覆

領獎。 

2. 認證方式 

(1) 自行選讀有興趣之課外讀物(含學校推薦書目),撰寫閱讀過程中的各種聯想與感動或評論等內

容(350 字以上),學生自行投稿於青春博客來網站個人書房,待學校老師評分後,方投稿完成並公開

顯示;老師投搞不須經過評核,輸入發表文章後,點擊「收藏到書房」即完成投稿。 

(2) 老師評分設定為 0~6 分,4 分(含)以上才算通過,點選個人書房的「投稿管理」,即可查閱評核

分數與評語;3 分以下未通過者,文章將退回至個人書房,學生可點選投稿管理,進入個人文章管理

頁面→瀏覽老師的評核記錄,於此處再次進行編輯與重新投稿。 

 

四、獎勵方式 

(一)每位同學第 1、第 2 篇推薦投稿通過可至圖書館領取贈書各一本。 

https://www.sh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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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累計通過推薦投稿每五篇可升等一個星級,最高可至十星級,於下一學期初核發閱讀者星級

認證證書乙張、星級徽章乙個、50 元博客來購物折價券乙張。(認證書上將標示升等星級時的學校、

班級、姓名,以及閱讀通過的五本書籍封面、書名) 

(三)個人獎勵:達成星級者,系統會自動邀請撰寫分享文章,撰寫分享文章經學校老師評核通過後,

由博客來於提供星級證書時另提供贈書獎勵。 

 

投稿推薦通過        

第 1 本獎勵贈書 

第 2 本獎贈書 

第 3~4 本 無 

第 5 本 I 星級證書&徽章，另撰寫星級分享文章,期未由博客來寄發星級獎勵贈書或贈品 

第 6~9 本 無 

第 10 本 II 星級證書&徽章，另撰寫星級分享文章,期未由博客來寄發星級獎勵贈書或贈品 

之後每 5 本 同上,依此類推,直到第十級為止 

 

五、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奉核定後實施,修定時亦同。 

 

 

Q:我可以善用圖書館哪些資源來鍛鍊大學自主競爭力？ 

 

九、積極爭取班級圖資股長或圖書館書香志工招募 

請家長鼓勵貴子弟積極爭取服務大眾及志工服務的增能機會，透過班級圖資股長的服務機會之外,

亦可參與圖書館圖書志工招募，。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圖書館。 ●圖書館書香志工招募辦法

如下 

一、招募方式:繳交志工申請表至圖書館櫃檯。 

二、實施內容與方式 

(一)學生服務時間: 

1. 開館日之午休期間,遇段考則當週停止。2. 辦理活動期間。 

(二)服務內容: 

1. 館藏資料上架、整架、讀架。2. 館藏資料加工、修補。 

3. 協助館員臨時交辦事項。4. 圖書館辦理活動時人力支援。 

(三)服務須知: 

1. 圖書館書香志工需參加職前培訓。 

2. 服勤前三天至圖書館登記服務時間;有事不克出席者須事先請假, 

不遲到及早退。累計三次缺席、遲到、早退記錄者,取消志工資格。 

(四)獎勵方式: 

1. 服務時數累計滿五小時以上,圖書借閱數提升為四冊(效期一年)。 

我們與「大學」的距離~從圖書館拉近 (提升自主學習/解決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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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時數累計滿十五小時以上,期末頒發「志工服務證書」乙只。 

3. 表現優良者,期末酌予敘獎。 

 

十、積極與善用本校夜自習空間 

本校為提供學生放學後留校自習的安全空間，特地安排本校圖書館四樓悅讀閣（有提供冷氣和優美

閱讀空間）供學生使用，請家長鼓勵貴子弟踴躍參與善用資源。 

 

十一、積極善用學生自主學習課程(大學多元表現高達八成採計) 
    新課綱的最大亮點~學生自主學習。什麼是學生自主學習呢？自主學習就是希望學生持續探索

未知領域，進而找出熱情，發展出潛能的方式之一。在執行一項計畫時，不但同時培養學生自行

尋找答案，「獨立思考」的能力，亦可發展「時間管理」、「目標管理」等重要的實力。 

學生自主學習大致分為兩個部分：計畫開始前的「自主學習計畫」以及實施計畫後產生的「自主學

習之計畫成果」。 

(1)自主學習計畫包含：學習主題、執行方式、預

期成果 

(2)自主學習之計畫成果：實際作品、過程反思(特

別重要) 

學生如能在高中階段好好善用自主學習課程，並將

「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轉變成學習習慣，不僅成

為自我競爭力，也是未來帶著走的學習能力!! 

有關學生自主學習任何問題，可參考【本校首頁→學生專區→學生自主學習專區】公告的相關資

訊(如下圖)。 

 

●本校學生自主學習專區網頁分為兩部分: 

(1).國立基隆女中學生自主學習專區 

彙整自主學習相關訊息、優質成果範例、線上學習資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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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立基隆女中學生自主學習平台 

學生與導師/ 指導老師進行線上撰寫與線上審核工作之平台。 

 

請家長鼓勵貴子弟積極參與課程執行，如有任

何問題，歡迎洽詢圖書館。 

 

 

 

●有鑑於本校已執行 2年多的彈性學習 1自主學習課程現況之優缺點，已於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針

對高一彈 1自主學習課程進行整體盤整和優化健檢，進而推出「我們與大學的距離」課程規劃(包

含 1.我的百年女中時代 2.拉近我們與大學的距離 3.此時此刻我與導師的對話)。如今即將邁入

111-2學期，我們將針對高一、高二彈 1自主學習課程進行優化健檢 2.0，特推出 111-2學期高一

「自主試探‧成就學習」講座與高二「增能微課程」來優化，希冀讓高一新生在這學期每周五下午

第五節執行自主學習之前，能有機會了解和沉思屬於自己的學習動能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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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一「自主試探‧成就學習」講座包含六大領域(語文領域(國文、英文)、數學領域、自然領域、

社會領域、藝能領域(實作類))加上崇右兩大專案(戲劇、化妝)共八個主題攤位組成，執行兩場指

定場和一場自由場講座分享，讓學生在真正進入自主學習前思考，本學期的自主學習計畫會偏向於

哪一個領域？或是自己會對於哪一個領域議題感興趣？我該注意什麼盲點？我該如何尋找方向？ 

(2)高二「增能微課程」共設計有(計畫力/管理力/表達力/行銷力)四門增能微課程，每門課進行兩

周，一次一節共 2節。四門選兩門課來進修，請同學依照主辦單位公告之選填結果兩門課順序與地

點準時上課，並透過第 2~5 周時間開始積極規劃第 7~15 周的自主學習計畫。讓學生在真正進入自

主學習前思考自我在這四大面(計畫力/管理力/表達力/行銷力)上是否尚有可進步和精進的空間？

或本學期(最後一學期的自主學習機會)的自主學習計畫會偏向於哪一個領域？或是自己會對於哪

一個微課程議題感興趣？ 

 

 

 

 

 

 

 

 

 

 

 

 

 

 

 

 

 

 

 

 

 

 

 

 

 

 

 

 

 

 

 

 

 

 

 

 

 

●請家長鼓勵貴子弟積極參與課程執行，並積極報名參加 111-2本校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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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9 第 3、4節高一二同步發表)及 111-2基隆區學生自主學習成果聯合發表(112/6/21)，來

增加自我亮點與競爭力，相關活動辦法另行公告。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圖書館。 

感謝有您的大力支持和引導，讓我們一起見證孩子的自主成長!! 

 
 

 

 

資訊科技快速發展及網路使用普及，上網成為學習及日常生活的重要活動，資訊素養與倫理是身為

資訊社會公民應具備的基本能力。資訊素養與倫理包含:在資訊時代下資訊技能的獲取、思維習慣

的培養、良好的資訊使用行為以及學會如何友善地運用資訊與社會環境的永續發展共存共好。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科技領域已將「資訊科技」列為國、高中之授課時數/必修科目，自 108

學年度開始實施，國中階段每週 1節，高中階段則為 2學分，小學階段則採課程融入方式進行，並

可將資訊教育相關內容以主題/專題/議題方式安排於彈性學習課程實施，使其建立資訊社會中應有

的態度，了解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相關議題，養成正確的資訊科技使用習慣，遵守相關之倫理、道

德及法律，並關懷資訊社會的各項議題。為了建立健康數位習慣、正確使用科技產品的方法及行為

習慣、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則、資訊安全的基本概念及個人資料保護與隱私等學習內容，茲推薦以

下數位教材資源。 

【推薦家長】e等公務園學習平台→資訊安全課程專區 

  
 

為了培養孩子網路使用態度、技能和習慣，增進網路學習正向效益。以及讓孩子具備資訊辨別及批

判思考能力，並能運用資訊科技於學習與生活。建立健康、合理與合法的資訊科技使用態度與習慣,

並樂於探索資訊科技，茲推薦以下數位教材資源。 

【推薦學生】教育部磨課師平台→課程資訊→資訊安全導論

 
https://moocs.moe.edu.tw/moocs/#/course/detail/10000398 

 

 

 

推展家庭教育溶入資訊素養與倫理教育 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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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處行事曆   112.01.06  

月 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重點工作及活動 

2 
月 

一 12 13 14 15 16 17 18 

*2/13 開學 *2/18 補班課(補 2/27) 

2/13-15 課表異動登記 
2/13 第二學期教科書發放 
2/14 教務會議暨學科召集人會議(1) 

2/14 12:00 清寒前三名免學雜申請截止 
2/14-15 高一競試及高二複習考 

2/14-15 上傳繁星校內成績 

2/14-17  111-1 補考  
2/16 高三導師繁星說明會 
2/17 公告異動課表 

2/18 實施異動後課表 
2/18 建置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工作小組會議 

二 19 20 21 22 23 24 25 

2/20-23 各學科教學研究會(1) 

2/20 第八節輔導課開始上課、高三模擬考(1) 
2/20-3/17 高一/高三後中調查 
2/23 寄發學測成績單 

2/24 寄發術科成績單、取得甄選會繁星成績 

2/24 各班加退書作業截止 
2/24 基隆區均質化推動委員會(1) 
2/24-3/9 繁星選填志願線上作業 

三 26 27 28 1 2 3 4 
*2/28 和平紀念日放假 *2/27 調整放假 

3/2 學習歷程檔案課程學習成果上傳截止 

3/4 數理實驗班成果展暨學校開放日 

3 
月 

四 5 6 7 8 9 10 11 
3/6 校內英文演講比賽(暫) 
3/7 均優質、完免推動委員會(1) 

3/8 學習歷程檔案之課程學習成果認證截止 
 

五 12 13 14 15 16 17 18 
3/13 大學繁星甄選委員會議(2) 
3/13 公告第一次段考日程、範圍 

3/14-15 繁星推薦繳費報名 

六 19 20 21 22 23 24 25 

*3/25 補班課(補 4/3) 
3/20-23 四技申請報名 
3/20 公告第一次段考教師監考表 

3/21 教務會議暨召集人會議(2)/課發會(課程) 
3/21 繁星 1-7 學群錄取、第 8 類一階篩選結果 

3/21-23 全校預計學習歷程檔案 111-1 基本資料
(生輔)及修課紀錄(註冊)收訖明細確認。 
3/23 繁星 1-7 學群錄取生放棄入學截止 

3/23-24 申請入學報名 
3/24 公告第一次段考座位表 

七 26 27 28 29 30 31 1 
3/27-29 第一次段考 
3/27-4/6 第一次段考成績輸入 

3/30 申請入學、四技申請第一階段結果公告 
3/31 基隆區均質化推動委員會(2) 

4 
月 

八 2 3 4 5 6 7 8 *4/3 調整放假 *4/4 兒童節  *4/5 清明節  4/7 校內英文作文比賽(暫) 

九 9 10 11 12 13 14 15 
4/12 數學科作業抽查 
4/13 公告高三期末考日程、範圍 

4/13-19 大學申請、四技申請學檔勾選練習版 
 

十 16 17 18 19 20 21 22 
*4/22 校慶  4/17 頒發月考前三名獎狀 
4/21 公告高一高二第二次段考日程、範圍 

4/17-21 高三學習歷程檔案 111-2基本資料、111
學年課程成果及多元表現收訖明細確認 

十一 23 24 25 26 27 28 29 
*4/24 校慶補假  4/25 高三期末考座位表 
4/25-28 數理資訊學科競賽報名(校內初賽) 
4/26 國文科作業抽查 

4/27-28 高三期末考  
4/27-5/3 高三期末考(含學期總成績)成績輸入 
4/28 高二團體課程諮詢輔導&課程說明會(暫) 

十二 30 1 2 3 4 5 6 

5/2 教務會議暨學科召集人會議(3) 

5/2-4 第一分區 63 屆科展(暫定) 
5/3 公告第二次段考教師監考表 
5/4 高一高二第二次段考座位表 

5/4-10 大學申請、四技申請學檔勾選正式版 

5/5 16:00 前，高三學生上網確認成績 
5/5 基隆區均質化推動委員會(3) 

5 
月 

十三 7 8 9 10 11 12 13 

5/8-9 高二第二次段考 

5/8-17 高一高二第二次段考成績輸入 
5/9 高三模擬考(2)、高三補考名單與日程 
5/9 發高三學生六學期成績單 

5/10-12 高一第二次段考 

5/11-12 上傳第 6 學期修課紀錄至甄選會 
5/11 高三補考 
5/12 中午 12 點前，高三藝能科補考成績繳交 

十四 14 15 16 17 18 19 20 

5/15-16 高三至甄選會、聯合會確認修課紀錄 
5/15-18 教學研究會(各科教科書選書作業) 

5/17 英文科作業抽查 

5/18-6/4 繁星第 8 學群 2 階面試、申請入學指定
項目甄試 

5/20-21 國中會考 

十五 21 22 23 24 25 26 27 

5/22-6/5 實驗班轉入轉出申請 
5/22 高一自然科競試(3.4 節) 
5/23 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書)、均優質化、完免推

動委員會(2) 
5/24 自然科作業抽查 

5/26 掛號寄出高三[尚無達到畢業證書標準之通
知] 
5/26 基隆區均質化推動委員會(4) 

5/26 高一團體課程諮詢輔導&課程說明會(暫) 
5/26 數理與資訊學科能力競賽(校內初賽) 

十六 28 29 30 31 1 2 3 

*6/2 畢業典禮 
5/30-31 高三各班繳回借用設備 

5/31 社會科作業抽查 
6/1 頒月考前三名及進步獎 

6/1-15 高一選班群 
6/2 前公告四技申請正備取結果 

6/2 公告 112-1 教科書驗書辦法暨教科書版本 
 

6 
月 

十七 4 5 6 7 8 9 10 

6/5 獎學金審查委員會 
6/5 公告繁星第 8 類錄取生、申請入學錄取生 

6/6 教務會議暨科召集人會議(4)/課發會(課程)、
教科書採購委員會 

6/8-19 分科測驗報名 
6/8-9 申請入學正備取生登記志願序 

6/8-20 高二第三階段轉組申請 
6/10 學校開放日 

十八 11 12 13 14 15 16 17 

*6/17 補班課(補 6/23) 
6/12-13 辦理 112-1 教科書驗書 

6/13 實驗教育委員會(1)審議簡章、轉組 
6/13 公告高一高二期末考日程、範圍 

6/14 申請入學分發結果 
6/15 完全免試新生報到 

6/16 基隆區均質化推動委員會(5) 
6/17 繁星第 8 類學群、申請入學放棄入學截止 

十九 18 19 20 21 22 23 24 
*6/22 端午節  *6/23 調整放假 

6/19 優免新生報到 

6/20 公告高一二期末考教師監考表 

6/21 公告高一二期末考座位表 

二十 25 26 27 28 29 30 1 
*6/30 休業式  6/26 編班轉組委員會 
6/26-28 高一二各班繳回借用設備 

6/27-7/5 高一高二學期總成績輸入 
6/28-30 高一二期末考 

備註：◎7/12-13分科測驗  ◎7/14 大免/特招新生報到  ◎7/13公告高一二補考名單  ◎7/17-19 高一二補考   

      ◎暑輔 7/24-8/18(升高二、高三)、8/7-8/18(高一) ◎課程諮詢輔導會議時間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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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務處行事曆  112.02.10  

週次 日期 
綜合活動 重要活動 

高一 高二 高三 週五第三、四節：班級活動、社團活動、演講、學生服務學習、學校特色活動等課程 

一 

2/13-2/18 
2/13開學 
2/18補班課      

(2/27)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2/13朝會-始業式 7:30-7:50 
2/13環境大掃除(第 1節)、 導師值日開始 
2/13-15 112年基隆市中小學聯運-田徑 
2/13-2/18社團轉社申請 
2/13-2/18友善校園週 
2/13-19 高中排球聯賽複賽 

2/13-2/24 全校 111-1 學檔確認及 111-2
幹部小老師調查 2/15班級幹部訓練 
2/16-19 112年臺北市春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2/17學生車長會議(1) 
2/18 軍校輔導見面會(午)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二 2/19-2/25 

社課 社課 社課 
2/20高三模擬考(1)  
2/20-4/30辦理身高體重視力檢測 
2/13-2/24  全校 111-1 學檔確認及 111-2
幹部小老師調查 
2/22社團審議小組會議 
2/22校園食品自主會議 

2/22-26 2023年港都盃全國田徑錦標賽 
2/20-2/24防制藥物濫用及反詐騙宣導 
2/24賃居生暨校外工讀座談會 
2/24社團指導老師會議 
2/24社團活動(1) 
 

社課 社課 社課 

三 
2/26-3/4 
2/27調整放假 
2/28 和平紀念日 

社課 社課 社課 2/23畢冊初稿收件截止 
3/3社團活動(2) 

 
 
 社課 社課 社課 

四 3/5-3/11 

社課 社課 社課 
3/6畢冊第一次校稿 
3/6-10 112年新北市全國青年盃田徑公開賽 
3/6-3/17 全校 111-1學檔收訖明細確認 
3/8九十九週年校慶籌備會 
3/8畢業典禮籌備會 
3/9期初性平會 

3/10畢冊一校收稿截止 
3/10社團活動(3) 
3/10學生事務暨導師會議(1) 
3/10期初特定人員審查會議 
3/10-17 112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跆拳道
3/11親師座談會 

社課 社課 社課 

五 3/12-3/18 
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 

3/10-17 112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跆拳
道 3/6-3/17 全校111-1學檔收訖明細確認 
3/15畢冊第二次校稿 
3/15班代大會(1) 

3/17高一健康操比賽 
3/17高二、高三師生環境教育(第 3節) 

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 

六 
3/19-3/25 
3/25補班課

(4/3)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3/21畢冊二校收稿截止 
3/22成立「學生畢典籌備小組」 

3/24「學生畢典籌備小組」會議(1) 
3/24全校 111-1學檔提交 
3/25畢冊第三次校稿及定稿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七 3/26-4/1 
社課 社課 社課 3/27-3/29第一次段考 

3/27-3/28高二校外教學路勘 
3/27-3/31高三111-2幹部小老師資料確認
及獎懲調查表，志工服務時數 
3/31社團活動(4) 社課 社課 社課 

八 

4/2-4/8 
4/3調整放假 
4/4兒童節 
4/5清明節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4/7大手牽小手活動(高一暫) 4/7高三「愛滋及性病防治講座」(第 3節)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九 4/9-4/15 
 

社課 社課 社課 
4/10-4/14防制校園霸凌宣導週 
4/10-4/19高三 111-2學檔收訖明細確認 
4/10-15高三週記總檢查(2篇) 
4/10-14 112年度潛優跆拳道國家代表隊選
拔(初選) 

4/11-12 活動中心辦理基隆市中小學聯合
運動會跆拳道國小組 
4/13起班際籃球賽 
4/14社團活動(5) 社課 社課 社課 

十 4/16-4/22 
4/22校慶 

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 4/10-4/19高三 111-2學檔確認收訖明細 
4/20提交 111-2高三學檔資料 
4/17-4/21行政處室高三獎懲調查表 

4/21校慶預演 
4/22九十九週年校慶 

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 

十 
一 

4/23-4/29 
4/24校慶補假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4/27-4/28高三第二次段考 
4/23-27 112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田徑 

4/28大手牽小手活動(高一暫) 
4/28學生事務暨導師會議(2)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十 
二 4/30-5/6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5/2畢冊交貨驗收及發放 
5/2-5/12高三導師寫日常生活評語 

5/2-5/12 高一二 111-2 幹部小老師資料確
認及獎懲調查表，志工服務時數 
5/5高二校外教學師長行前會議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十 
三 5/7-5/13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5/2-5/12高三導師寫日常生活評語 
5/2-5/12 高一二 111-2 幹部小老師資料確
認及獎懲調查表，志工服務時數。 
5/8-5/9高二第二次段考 

5/9高三模擬考(2) 
5/9高二校外教學行前說明會 
5/10-5/12高一第二次段考 
5/10-5/12高二校外教學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十 
四 5/14-5/20 

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 5/15-5/18擇一日高三德行考評會議 
5/15-5/19 行政處室高一二獎懲調查表彙
整 
5/17班代大會(2) 

5/19環境大掃除(第 3-4節) 
5/20-5/21國中會考 

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 

十 
五 5/21-5/27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5/22-6/1畢典場佈 
5/24社聯大會暨評鑑說明會 
5/26國民法官模擬法庭(高二暫) 

5/27-28 2023 年臺灣國際田徑公開賽 
5 月 2023 年第 13 屆玉山盃全國跆拳道品
勢錦標賽(日期未定)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十 
六 5/28-6/3 

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 5/29-6/9高一二導師寫日常生活評語 
5/29-5/31擇一日教育儲蓄戶會議 
6/1畢典預演 

6/2畢業典禮、高三離校環境大掃除 
   高一師生環境教育(第 3節) 
 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 

十 
七 6/4-6/10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5/29-6/9 高一二導師寫日常生活評語
6/5-6/9高一高二週記總檢查(4篇) 
6/8學生獎懲委員會(2) 

6/9-11 112 年度潛優跆拳道國家代表隊選
拔(決選) 
6/9水上運動會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十 
八 

6/11-6/17 
6/17 端午節補班 

社課 社課 社課 6/11-12 2023 年第 7 屆亞洲青少年暨第 5
屆亞洲少年跆拳道品勢國家代表隊選拔賽
6/16社團活動(6) 

6/16學生事務暨導師會議(3) 
6/16高一高二德行考評會議 
6/17大手牽小手一夜干體驗活動(暫) 社課 社課 社課 

十 
九 

6/18/-6/24 
6/22端午節 
6/23調整放假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6/19-6/21收社團評鑑資料 
6/21期末性平會議 

6月 2023 全國武聖菁英盃跆拳道錦標賽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二 
十 

6/25-7/1 
6/30休業式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6/26暑假安全須知宣導 
6/26-6/30社團評鑑 
 

6/28-6/30高一高二期末考 
6/30環境大掃除、休業式 

班會 團體活動 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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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全校綜合活動     1120210 

＊活動時間：日期為每週五第 3、4 節，高二為社課／團體活動，高一、高三為社課／班會／團體活動 

週
次 

日期 
高二/高一、

高三 
全校實施活動 

一 2/17 團體/班會 班級活動 

二 2/24 社團活動 社團活動(1) 

三 3/3 社團活動 社團活動(2) 

四 3/10 社團活動 社團活動(3) 3/11 親師座談會 

五 3/17 團體/團體 高一健康操比賽／高二、高三師生環境教育(第 3 節)  

六 3/24 團體/班會 班級活動（段考前複習） 

七 3/31 社團活動 社團活動(4) 3/27-3/29 第一次段考 

八 4/7 團體/班會 
高一：大手牽小手活動（暫）／高二：輔導室家庭教育講座(班級報名)
／高三「愛滋及性病防治講座」(第三節)，教務處：高一二英文作文
比賽 

九 4/14 社團活動 社團活動(5) 

十 4/21 團體/團體 校慶預演，4/22 校慶 

十
一 

4/28 團體/班會 
高一：大手牽小手活動（暫）／教務處：高二團諮、課程說明會 4/27、
28 高三期末考 

十
二 

5/5 團體/班會 班級活動（段考前複習） 

十
三 

5/12 團體/班會 
高一段考／高二校外教學／高三班級活動 
5/8、5/9 高二段考，5/10-5/12 高一第二次段考 

十
四 

5/19 團體/團體 112 年國中教育會考，環境大掃除(第 3、4 節) 

十
五 

5/26 團體/班會 
畢典場佈封館，教務處：高一團諮、課程說明會／高二國民法官校園
模擬法庭（暫，各班報名），高二：輔導室特教講座 

十
六 

6/2 團體/團體 畢業典禮／高一師生環境教育(第 3 節)／高二班級活動 

十
七 

6/9 團體/班會 
高一高二水上運動會，輔導室：上榜學姊經驗分享，圖書館：校內學
生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 

十
八 

6/16 社團活動 
社團活動(6)，6/17 大手牽小手一夜干體驗活動(暫)，6/17 圖書館：
第十二屆台灣野望國際自然影展 

十
九 

6/23 團體/班會 6/22 端午彈性假，6/17 補班課 

二
十 

6/30 團體/班會 結業式 6/28-6/30 高一高二期末考 

說明： 

1. 本學期之綜合活動請依上表實施。如有更動，以最新公告為主，並仍應填寫班級活動於(班會)紀錄中。 

2. 每次班會結束後，請先預告下次班會討論題綱，以便豐富主題討論內容。 

3. 班會紀錄簿由學藝股長負責填寫，並請導師親自簽章，每次班會前務必來學務處領取，於週五午休前交

回學務處訓育組，記錄內容完備的學藝股長，將於學期末給予嘉獎一次，以資鼓勵。                                 
                                                                        學務處訓育組 謹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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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藥物濫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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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行政處室聯絡通訊資料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總機 02-24278274 

本校網路首頁：https://www.klgsh.kl.edu.tw/ 

    歡迎貴家長對本校業務提出寶貴建議及意見，聯絡方式如下： 

職  稱 姓   名 分機 職  稱 姓   名 分機 

教務主任 陳誌民老師 200 總務主任 張震威老師 500 

教學組長 李明祥老師 210 庶務組長 薛一芬小姐 510 

註冊組長 方秀芬老師 220 文書組長 林明遠先生 530 

設備組長 林藍馨老師 230 出納組長 張彩娥小姐 520 

試務組長 何伊真老師 240 
學校大門 值班人員 555 

實研組長 徐筱筑老師 250 

電子郵件：klgsh200@gml.klgsh.kl.edu.tw 電子郵件：klgsh500@gml.klgsh.kl.edu.tw 

職  稱 姓   名 分機 職  稱 姓   名 分機 

學務主任 陳新燕老師 300 生輔組長 莊怡苓教官 360 

訓育組長 周筱文老師 310 健康中心 李佳蓉護理師 331 

體育組長 周欣民老師 320 

電子郵件：klgsh360@gml.klgsh.kl.edu.tw 衛生組長 胡麗月老師 330 

電子郵件：klgsh300@gml.klgsh.kl.edu.tw 

職  稱 姓   名 分機 職  稱 姓   名 分機 

輔導主任 林本蕙老師 600 
圖書館主任 林宏維老師 700 

資訊媒體組長   陳玉潔老師 710 

電子郵件：klgsh600@gml.klgsh.kl.edu.tw 電子郵件：klgsh700@gml.klgsh.kl.edu.tw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校內通報、申訴專線：02-2423-9270(教官室) 

●校內學生處理申訴案件窗口：02-24278274 

 

mailto:klgsh200@gml.klgsh.kl.edu.tw
mailto:klgsh500@gml.klgsh.kl.edu.tw
mailto:klgsh360@gml.klgsh.kl.edu.tw
mailto:klgsh300@gml.klgsh.kl.edu.tw
mailto:klgsh600@gml.klgsh.kl.edu.tw
mailto:klgsh700@gml.klgsh.k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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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手札記 
 

 

愛：關愛彼此。關愛環境。 

 

美：充實內涵。發展特色。 

 

笑：積極樂觀。健康活力。 

 

力：知識學習。合作創新。 
 

 

 

 

 

 

 

 

 

 

 

 

 

 

 

 

 

 

 

 

 

 

 

 

 

 

 

 

 

 

 

 

 

 

 

 

 

 

 

 

 

 

 

 

 

 

 

 

 

 

 

 

 

 

 

 

 

 

 

 

 

 

 

 

 

 

 

 

 

 

 

 

 

 

 

 

 

 

 

 

 

 

 

 


